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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思想再深入 全面振兴新突破
县（区）委书记谈解放思想

本报6月16日讯（记者李文瑶）为做好长春市2020年

初中毕业学业水平考试招生（以下简称中考）工作，长春市

教育局依据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20年吉林省初中毕业生

学业水平考试和高级中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和全市实

际情况，就2020年中考成绩满分确定作出规定。

确定长春市中考总分为640分。其中，语文120分；数学

120分；外语120分（其中，听力25分）；道德与法治、历史合卷

120分（道德与法治60分，历史60分）；物理、化学合卷120分

（物理70分，化学50分）；体育与健康40分。

根据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取消中考体育测试现场考试，

成绩中七、八年级过程性考核以实际考核分计入，九年级现

场考试成绩以满分计入。取消中考外语听力考试，考试成

绩以满分25分计入中考外语学科成绩。长春市教育局近

期将制发《长春市2020年初中毕业学业水平考试和高级中

等学校招生工作实施意见》，请考生和家长关注。

长春市确定中考成绩满分为640分

本报6月16日讯（记者韩金祥 傅瑶）记者从今天上午

在长春举行的“致敬最美逆行者——2020牵手长白山·浪

漫天地间大型集体婚礼”新闻发布会上获悉，7月8日至

10日，长白山将为因疫情而延期举行婚礼的医务人员、现

役军人、人民警察、媒体记者、社区工作者、志愿者等抗疫

英雄情侣送上最美祝福——为他们在美丽的长白瀑布下

举行浪漫的集体婚礼。

据了解，本次活动将为新人举办“长相守到白头”主题

婚宴、畅享“长白山蜜月游”“天池圣水浇灌战疫英雄林”等

主题活动，并体验丰富多彩的长白山旅行。参与活动的情

侣们还将享受到定制长白山婚纱旅拍、专属红旗车接亲和

长白山伴手礼等特别礼遇。这场集体婚礼也将申报吉尼斯

世界纪录，为情侣们在长白山留下浪漫的爱情回忆。

一直以来，长白山的生态康养品牌形象深入人心，又

因有着“长相守、到白头”的寓意，长白山更成为了人们向

往的爱情打卡圣地。长白山卓越的自然品质以及丰富的

文化内涵为推广全域旅游新兴业态、产业链条奠定了基

础。这些得天独厚的文旅资源优势正在转化为长白山的

文旅经济优势。此次全面开放，将为长白山旅游全行业

复苏按下“加速键”。

最美逆行者，长白山为您准备了一场浪漫婚礼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近年

来，辽源市龙山区勇做时代“弄潮儿”，摒弃不

合时宜的旧观念，摆脱条条框框的禁锢与束

缚，让发展活力充分迸发。

“今天的龙山区正处在发展关键时期，新

旧问题交织，唯有坚持解放思想，打破传统观

念束缚，消除思想顽疾，才能激发内生动力，

凝聚强大合力。”对于发展“密钥”，龙山区委

书记李鹏飞一语中的。

瞄准问题靶向 以思想解放为先导
补齐短板

6月15日上午，投资12亿元的巨峰生化

年产20万吨山梨酸项目现场，远远望去，钩

机、铲车、自卸车奔走往来，展现出一幅大干

快上的建设图景。

“眼前的土地近10万平方米，过去这里

有两户企业，由于设备老旧、产能无法释放等

原因，发展受到极大限制，迫切需要新上项

目，然而拆迁难却成了阻碍发展进程的‘拦路

虎’，曾经用了近10年时间征地拆迁，却一直

没有破解。”回忆项目推进中遇到的瓶颈，李

鹏飞记忆犹新。

发展中肯定会面临各种难题，如何破解

困难？

“‘等靠要’肯定不行，没有思想的解放，

解决问题就只是一句空话。为了破解拆迁

难，我们以法治为保障，以市里出台的征收办

法为基础，加大保障力度，让涉事企业和群众

真正理解拆迁的意义，仅用两个月时间就完

成了拆迁任务，最大限度满足企业用地需

求。”说到为项目争取时间，李鹏飞松了口气。

解放思想永无止境，实践发展永不止步。

龙山区坚持把“解放思想再深入 全面振

兴新突破”教育实践活动作为推动高质量转

型发展的一次思想洗礼、生动实践，把发现问

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贯穿始终，不断总结

新经验、形成新成果，促进思想大解放、真解

放、深解放。

“解放思想，不仅要搞清楚面临的机遇、

自身的优势，更要看到自身存在的短板。”李

鹏飞表示，龙山区作为辽源市主城区，近年来

改革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与发达县区相

比，无论是总量规模，还是质量效益，都存在

一定差距。通过解放思想，我们对区情再次

进行自我审视，从短板入手，从难题突破，以

思想解放成果谱写龙山区高质量转型发展的

新篇章。

破旧立新“腾笼换鸟”吹响全面振
兴号角

一个个在建项目争分夺秒抢工期、赶进

度；一个个新建项目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

一个个标准化、现代化的车间内，机器和工人

紧张忙碌……

6月的龙山区，项目攻坚的场景随处可

见，竞相发展的氛围十分浓厚。

位于龙山工业开发区内的钢背轴承PEEK

复合轴承生产基地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繁忙

景象。

提及项目建设初衷，李鹏飞精神振奋：

“这个项目是龙山区‘腾笼换鸟’的一个代表

作，原有老企业受规划等因素影响，土地、厂

房资源有限，瓶颈制约明显，加之生产工艺落

后，产能不能得到充分释放。”

旧动能无法“退场”，新动能就不能“进

场”，让老企业重新焕发生机和活力，是面临

的突出问题。

“要想摆脱‘傻大黑粗’，唯有破旧立新，

区委、区政府下定决心将原有企业引进开发

区，把旧动能改造升级，为新动能发展创造条

件，留出空间。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提升智能

化、现代化水平，企业也将由汽车零部件B级

供应商升级至A级供应商，产值实现成倍提

升。”李鹏飞话语坚定。

项目基数少，特别是大项目、好项目少，

这是龙山发展的瓶颈，没有好项目何谈高质

量发展。

李鹏飞认为，“目前龙山区最大的问题就

是发展问题，最大的困难就是发展中的困难，

没有发展一切都无从谈起，必须以发展为核

心，树立项目为王、招商为要的理念，聚集各

方面要素，凝聚各方力量，激发内生动力、形

成抓项目、抓发展的强大合力。”

不破不立，干字当先。

2020年，龙山区共组织实施500万元以

上重点项目41个，总投资145.7亿元，当年计

划投资45.9亿元。

为了加快项目建设，全面落实包保责任

制，20多位区级领导、所有区直部门全程包

保，“项目定人 人盯项目”，对制约项目建设

的突出问题逐个研究、逐一解决。抽调优秀

年轻干部，成立项目服务中心，建立“项目秘

书制”，全面推行领办、代办制度，优先为重点

项目提供要素保障。

以思想的解放引领营商环境的优化。压

缩企业开办时间，将原有时间由3个工作日

压缩为1个工作日，实现申请人在提交申请

后1日内领齐营业执照，提高了办事效率。

为3户投资亿元以上招商引资项目现场办

公，帮助企业完成注册登记。

“之所以选择在龙山区投资兴业，与良好

的营商环境密不可分，从项目选址、前期手续

到建设过程中，区委、区政府给予了很多帮助

和支持，增添了我们投资信心和决心，如果对

营商环境进行打分，我给满分！”辽源小镇建

设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张长青对营商环境赞

不绝口。

真抓实干勇担当 百姓幸福感满满

“解放思想就是统一思想的过程，不仅要

有发现问题的视野、直面问题的勇气、破解难

题的招法，还要有勇于担当、主动作为的精

神。”李鹏飞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

手”，努力当好解放思想的先行者、组织者，充

分调动各方面力量，凝聚起全面振兴全方位

振兴的强大合力。

生产资金短缺、用工出现缺口、新设备

无法运输和安装……作为国家工信部命名

的应急物资定点生产采购单位，随着疫情蔓

延，辽源市广而洁消毒剂有限公司生产难题

接踵而来。

困难面前是挑战，龙山区与企业拧成“一

股绳”，蹲点研究解决办法。

协调资金、变压器、解决用工……不到半

年时间，原本负债累累的企业不仅恢复了生

产，保证防控物资供应，软硬两个实力也得到

有效提升。目前，企业质量检验检测中心正在

等待验收，投入使用后生产能力将大幅提升。

发展有我，奋斗忘我，追求无我。

如今，龙山区党员干部正不断增强奋发

有为的激情、直面矛盾的勇气、不惧风险的胆

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担当作为。

今年以来，龙山区进一步加大人居环境

改善力度，对辖区老旧小区违章建筑集中

拆除和升级改造，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努

力解决脏、乱、差等问题。持续推进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截至目前，城区拆违面积

达 32.5 万平方米，28 个行政村合计退线

58.7 公里，拆除各类违建 1354 处，清收空

地11.6万平方米。

“小区环境真是越来越好了，没事儿就喜

欢出来遛遛弯儿！”“政府是想方设法为咱老

百姓着想，我们知足了！”……提及生活环境

的改变，居住在龙山区的百姓总有说不完的

话题。

看成绩来之不易，谈信心底气十足，抓落

实奋发有为。

“作为领导干部，要有‘捧着一颗心来、不

带半棵草去’的大情怀，用‘正直正气正派’汇

聚出满满正能量，正直做事、正气做官、正派

做人，实现新时代龙山全面振兴全方位振

兴。这样才对得起30万龙山儿女的期待。”

李鹏飞满怀深情地说。

辽源龙山区：激发内生动力 谱写发展新篇章
本报记者 隋二龙 赵蓓蓓

6月14日，东丰县新

城区油菜花竞相绽放，连

绵不断的金色花海，吸引

了域内外游客驻足观赏。

本报记者 隋二龙 摄

本报6月16日讯（记者孙寰宇 孟凡明）今天，吉林省暨长

春市2020年“安全生产月”宣传咨询日活动正式开启。本次

活动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线上为主、线下为辅的方式开展。

上午9时，“安全生产月”宣传咨询日线下活动在长春

市经开区泰山社区举行。在活动现场，长春市有关部门设

立了各类安全科普知识展板和安全知识咨询台，向过往群

众派发各类宣传手册和宣传单5600余份。与此同时，活动

现场还设置了交通安全、消防安全、居家安全、公共防疫、地

震模拟体验、楼宇缓降逃生、烟雾通道逃生等9个互动体验

区，吸引了广大市民驻足观看并现场体验。各体验点均设

有专业的教官、安全员和志愿者进行安全知识讲解，活动旨

在通过参与者身临其境的体验，普及应急和安全知识。

线上“云直播”活动是今年我省“安全生产月”宣传咨询

日活动的一大亮点。通过快手APP直播平台进行同步直

播，此次活动展示了我省和长春市安全宣传“五进”开展情

况，并同步开展了“安全生产云课堂”远程在线辅导和警示

教育。本次“云直播”活动受众覆盖面广，传播影响力大，社

会反响强烈，共有210余万人次在线观看并参与活动。

省暨长春市“安全生产月”宣传咨询日活动启动

本报6月16日讯（记者李婷 姜岸松）今天，吉林市正

式打响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百日攻坚战”。

吉林市委、市政府号召全市党员干部迅速行动，以解决群众

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和城市建设管理的薄弱环节为导

向，集中利用6至9月份，在市区开展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国

家卫生城市“百日攻坚战”，以更加务实的作风，锁定目标，

真抓实干，掀起“双城同创”新热潮。

按照吉林市委、市政府的要求，全市以市容环境提升、

交通秩序提升、经营秩序提升、基础设施提升、居住环境提

升等五大攻坚、14项行动为重点任务，广泛动员群众参与

爱国卫生运动，推动城市管理体制机制逐步健全、长效管

理水平不断提高，全力以赴实现2020年进入全国文明城

市、国家卫生城市行列的目标。

吉林市坚持问题导向，从城市建设与管理精细化入手，

将任务指标分解落实到城市建设与管理的细微处和薄弱环

节。市委、市政府要求各级各部门牢固树立全市“一盘棋”

思想，加强组织领导，坚持上下联动、条块结合、城乡共建；

把创建重心放到街道、社区、村镇、学校和行业窗口单位，把

创建工作做到群众身边；突出正向激励，严格督导考评，确

保工作取得实效；各级各部门主动下沉一线，帮助基层解决

居住环境、基础设施等短板和困难；推动执法力量下沉，营

造共建、共管、共治、共享的局面。

吉林市打响“双城同创”“百日攻坚战”

本报讯（记者华泰来）位于长春新区的吉

林省迈达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净化生产车间里，

随着机器轰鸣，一片片口罩整齐排列在生产线

上雪片般倾泻而下。这里已持续运行近4个

月，向全省、全国乃至国际供应多种新冠肺炎疫

情防护用品。全力生产状态下，仅口罩日产量

就达200万片。

防护用品并非迈达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的

“专项”。该公司成立于2001年，20多年间深

耕肿瘤热疗、肾透析、大健康系类产品，出厂

产品都是动辄百万元以上的医疗设备“大

件”。疫情来临时刻，从武汉到全国，都在迫

切需求防护物资。为此，企业决定上马防护

服、隔离衣、防护鞋套、口罩等防护用品生产

项目，满足防护物资市场需求，为战胜疫情提

供助力。

“决定转产的时候，正值春节期间，从疫

情防控医疗器械注册检验、注册审批、生产许

可，到厂房扩建、相关技术标准，一系列难关

摆在眼前。”公司董事长王泽义说。为帮助企

业顺利转产，省药监局开启绿色通道，工作人

员加班加点进行材料审核、注册体系核查、生

产许可变更等一系列工作，并派专人常驻企

业进行技术指导和专业服务。一系列特事特

办、主动服务举措之下，原本法定审核流程需

要80个工作日的产品注册证，下发到企业手

中仅用了15天。

除此之外，长春新区多个部门深入企业

现场办公，集中解决企业净化车间扩建及防

火通道建设、审批，营业执照更改增项、安全

生产相关许可等问题。

在省药监局及多个相关职能部门的支持

下，迈达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克服重重困难，解

决了资金、生产设备购买、原材料紧缺、工人招

聘等一系列难题，成功具备了疫情防护用品生

产能力。2月16日，企业购入的首批原材料到

位，当天即开始生产。2月18日正式交付第一

批货品，在极短时间内实现迅速转产。

“我们共投资1000多万元，采购全自动

化口罩生产线4条、半自动生产线10余条、防

护服相关生产设备100多台套。除口罩外，

我们每天还能生产防护服、隔离衣、隔离靴等

产品供抗击疫情需要。”王泽义表示，转产不

仅让企业为疫情防控尽了一份力量，也带来

了经营回报。在省药监局和省商务厅的支持

和帮助下，企业严把质量关，产品符合国际相

关标准，已进入出口“白名单”，打开了国际市

场的大门。

迈达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享受”的精准服

务，是我省疫情期间帮助疫情防护物资生产

企业渡过难关、达产达效的缩影。疫情发生

至今，共有敖东药业、圣威雅特、优品内衣等

52家企业共113个产品在政府及职能部门帮

助下顺利转产，供应了源源不断的防疫用品，

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刻发挥了巨大作用。

省药监局医疗器械注册管理处处长周向

明表示，疫情发生至今，省药监局开通应急审

批绿色通道，合并注册和生产许可现场检查，

启动加急检验检测，全天24小时随到随检，

将产品注册费用降为0，全力支持医疗器械生

产企业转产和复工复产。组织6个帮扶小

组，深入企业现场开展帮扶，指导企业注册申

报、生产管理，确保企业尽快达产，满足疫情

防控物资供应。在强化服务、帮扶企业的同

时，省药监局还加强了对生产、经营和使用各

环节的监管力度，加大日常检查、专项整治、

飞行检查、监督抽验等监督检查力度，定期发

布警示函，确保产品质量安全。

主动精准服务 助企“火力全开”

我省多措助企快速转产战“疫”物资

本报6月16日讯（记者隋二龙 郭树仁）今天上午，在炎

炎烈日下，省公路管理局与梅河口市公路管理段联合举办

了一场公路灾害路段抢险救援应急演练。

9时30分，我省国道抚公线黑嘴子山发生山体滑坡，造

成道路“阻断”。记者在现场看到，参加演练的指挥车、应急

运输车、各应急救援组成员迅速到达指定地点集结。随着

总指挥一声令下，参战人员迅速赶往现场实施“救援”。40

余人的抢险突击队在滑坡现场利用机械设备修整边坡、清运

落石和土方，抢险突击队员配合机械设备清理路面散落的碎

石和泥沙。疏散警戒组、道路抢险组、物资保障组、医疗救援

组等迅速沟通，抢时间、争速度，为抢险工作的安全高效开展

提供了有力保障。经过半个多小时的紧张抢修，“受阻”公路

恢复畅通。整个演练在紧张、快速、精准中结束，现场观摩以

目视直观与现场解说相结合，达到了预期效果。

国道抚公线山体滑坡，道路“阻断”——

省公路管理局应急演练突出实战性实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