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6月17日讯（记者伊秀丽 曹梦南 毕玮琳 张红玉）
今天上午，随着工程师最后一步安装调试结束，我省首家乡村

5G基站在松原市长岭县集体乡高家窝堡村开通。

高家窝堡村是省级贫困村，全村共有耕地1160公顷，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186户498人。自开展精准扶贫工作以来，该村通过

开展产业扶贫、电商扶贫等举措, 每天都在发生着可喜的变化，

2018年底高家窝堡村退出贫困村。为进一步把高家窝堡村打造

成电商村、小康村，推动更多村民增收致富。今年以来，该村全力

打造传统手工艺特色乡村旅游景点和网红打卡地，打造村民路宝

喜“宝喜老爹”网红形象，促进乡村旅游和网红经济发展。

在得知高家窝堡村打造电商村之后，松原联通公司快速响

应，第一时间进行现场网络资源核查并组织工程施工，仅用3

天时间，就完成了对宝喜豆腐坊和扶贫微工厂周边的免费无线

宽带网络覆盖及宽带接入速率升级，为高家窝堡村决战脱贫攻

坚、决胜全面小康插上了腾飞的翅膀。5G基站在高家窝堡村

开通，将充分发挥5G高宽带、低延时、多连接的特性，使群众生

活步入信息化，乡村发展进入快节奏。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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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魏静 王文 记者陈沫）截至6月15

日，我省春季森林草原防火期结束。全省坚持预

防为主、防灭结合、高效扑救、安全第一的原则，森

林草原防火工作经受住了气候条件不利、火源管

理难度大等严峻考验，完成了春季森林草原防火

期无重大森林火灾和无扑火人员伤亡事故的目

标，森林火灾次数和受害面积都创下近年新低。

今年春季森林草原防火期间，我省共发生森

林火灾19起，过火面积23.73公顷，受害森林面积

10.95公顷，森林火灾2小时扑灭率84.21%、24小

时扑灭率100%。森林火灾次数和受害面积数值均

创下近6年新低，取得了森林草原火灾低发生、低

受害的圆满成果，对全省生态建设和经济社会平

稳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网格化管控野外火源。全省启动583座瞭望

台，1218名望瞭员全员上岗，通过人工瞭望、视频

监控方式密切监测火情。15813名森林防火巡护

员和4958名森林防火检查员坚持野外巡护，网格

化管理野外火源，实现定人、定地块、定职责，形成

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责任体系。

提高森林草原火灾应急处置能力。全省441

支专业、半专业扑火队，共9024名扑火队员，根据

疫情防控情况适时24小时集中待命，加强日常训

练特别是扑火安全培训。

实行森林防火跨区增援作战机制。省林业和

草原局根据全省森林草原防灭火形势和任务需要，

在全省规划了6个森林草原灭火作战区，确定了

220个重大火灾风险区，设定了330支跨区支援队

伍。在每一个重点区域确定4支至6支、100人至

150人的跨县级行政区（国有林经营区）灭火支援队

伍，制订灭火方案和跨区增援作战指挥图。检验林

草系统森林消防队伍区域联动、跨区增援、重兵扑

救和紧急避险能力，提高应对突发大火的能力。

我省春季森林草原防火期结束
森林火灾次数和受害面积创近年新低

本报6月17日讯（记者黄鹭）6月16日

至17日，省委副书记、省长景俊海到松原市

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落实省委、省政

府工作部署，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防风

险、扬优势，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农产品和食品加工产业是我省支柱产

业。景俊海到中美嘉吉生物化工产业园，

实地察看刚刚试车成功的嘉吉年产200万

吨玉米加工扩能项目运行，以及奥谷年产5

万吨海藻糖项目建设情况，并与嘉吉生化

公司、爱普食品工业公司、奥谷生物科技公

司、旭鑫油脂公司、睿圣科技公司、盼盼食

品公司、兴原建设公司等企业负责人座

谈。他强调，面对错综复杂经济形势，大家

要坚持抱团取暖，战胜疫情，赢得未来。要

坚定发展信心，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食品

工业转变，打造全面合作互动的“样板园

区”。坚持以商招商，政府牵线搭桥，连接

上下游，延伸产业链，上下游互为市场，打

造产业集群集聚的“开放园区”。强化要素

保障，守住安全底线和规划红线，打造建设

快速高效的“项目园区”。完善常态化服务

和企业融资机制，打造企业受益多、获得感

强的“名牌园区”。

景俊海实地踏察华侨北斗健康产业园、

居然之家商业综合体项目，要求加快进度，

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长青

生物质热电联产、绿源环保再生资源回收利

用等项目施工现场，景俊海指出，要大力发

展循环经济，既保护生态环境，又保障能源

安全。他到松原石油化工公司，要求聚焦生

产全链条、全环节、全过程，强化安全措施，

落实岗位责任，坚决守住底线。在哈达山水

利枢纽工程现场，景俊海指出，要科学调蓄

库容水位，既保灌溉，又防风险。他走进新

研牧神公司生产车间，考察农机生产情况，

强调要聚焦现代农业发展需要，搞好设备研

发，提高生产能力。夜幕降临，网红吉地大

厦、法雅夜市等处人头攒动、热闹开张。景

俊海与商家、游人等亲切交流，看到人们幸

福的笑容，他说，要大力发展网红经济、夜经

济等新业态，更好服务经济发展和百姓生

活。他走到街路旁测温点，看望慰问防疫志

愿者，鼓励保持良好状态，守好常态化疫情

防控关口。

调研期间，景俊海主持召开座谈会，听

取松原市工作汇报。在充分肯定工作后，他

强调，一要全力抓好经济运行。扎实做好

“六稳”“六保”工作，抓加工稳农业，抓招商

强工业，建体系活商业，促创业保就业。二

要全力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时刻绷紧疫

情防控这根弦，坚持精准施策，加强闭环管

理，确保万无一失。三要全力打好打赢“三

大攻坚战”。全面做好脱贫攻坚收尾工作。

抓好查干湖生态保护和科学注水排泄工作，

实现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

加强金融、安全生产等领域风险防范。四要

全力推进现代农业建设。推广新技术新业

态新模式，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加强田

间管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改善农村人居环

境。五要全力抓好各项工作落实。按照“五

化”要求，层层压实责任，改进工作作风，优

化营商环境，创造经得起时间、历史、人民检

验的业绩。

王志厚等参加调研。

景俊海在松原市调研时强调

扎实做好“六稳”工作 全面落实“六保”任务
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本报6月17日讯（记者李抑嫱）为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

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部署安

排，今天，省政协主席江泽林到长春市九台

区土们岭街道马鞍山村开展脱贫攻坚督导

调研。

在马鞍山村，江泽林实地考察了羊村农

家乐等产业脱贫项目，并与驻村第一书记、

工作队员及村干部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基层

党组织建设和脱贫攻坚工作情况。他指出，

今年是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的收官

之年，要继续对标对表“两不愁三保障”，查

找漏洞、补齐短板，特别是要确保群众住房

安全、饮水达标，推进脱贫工作做深做实做

细。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压实责

任、细化任务，扎实苦干、精准施策，高质量

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江泽林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和省委省政府部

署要求，有力推进脱贫攻坚，提升脱贫质

量。九台区作为全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三

项试点县，改革探索建立了国有土地与集

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体系，充分释放改革

红利，盘活了闲置土地。要继续做好“土

地”这篇文章，鼓励农民进行土地流转，通

过高质量开展空闲宅基地整治工作实现资

源有效利用，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助力脱贫

攻坚。

长春市政协主席綦远方，省政协秘书长

肖模文参加调研。

高质量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江泽林到长春市九台区调研

本报讯 近日，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发出通知，印发

《吉林省关于全面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的实施方

案》。通知全文如下：

各市、州党委和人民政府，长白山开发区、长春新区，扩权强县
试点市党委和人民政府，省委各部、委，省政府各厅、委和各直
属机构，各人民团体：

《吉林省关于全面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的实施方

案》已经省委、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

彻落实。

中共吉林省委办公厅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0年6月13日

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实施方案》

全面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

（《吉林省关于全面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
作的实施方案》全文见第四版）

新华社北京6月17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17日晚在北京

主持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抗疫 共克时

艰》的主旨讲话（讲话全文见第二版）。习近平强调，面对疫

情，中非相互声援、并肩战斗，中非更加团结，友好互信更加巩

固。中方珍视中非传统友谊，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方加

强中非团结合作的决心绝不会动摇。中方将继续全力支持非

洲抗疫行动。双方应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尽最大努力保

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坚定不移携手抗击疫情，坚定不

移推进中非合作，坚定不移践行多边主义，坚定不移推进中非

友好，共同打造中非卫生健康共同体和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

共同体。会议发表《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联合声明》，向国

际社会发出中非团结合作的时代强音。

本次峰会由中国和非洲联盟轮值主席国南非、中非合作

论坛共同主席国塞内加尔共同发起，以视频方式举行。南非

总统拉马福萨、塞内加尔总统萨勒和埃及总统塞西、刚果

（金）总统齐塞克迪、阿尔及利亚总统特本、加蓬总统邦戈、肯

尼亚总统肯雅塔、马里总统凯塔、尼日尔总统伊素福、尼日利

亚总统布哈里、卢旺达总统卡加梅、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

瓦、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以及非盟委员会主席法基出席。联

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作为特邀

嘉宾与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出席。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在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重要

时刻，我们举行这次中非特别峰会，同各位新老朋友通过视频

相聚，共商团结抗疫大计，共叙中非兄弟情谊。这次疫情突如

其来，给世界各国带来严重冲击，夺走数十万人宝贵生命。我

提议，我们为在疫情中的不幸罹难者默哀，向他们的亲人表示

慰问。

习近平强调，面对疫情，中国和非洲相互声援、并肩战斗，

双方更加团结，友好互信更加巩固。中方珍视中非传统友谊，

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方加强中非团结合作的决心绝不

会动摇。

习近平指出，当前疫情仍在全球蔓延，中国和非洲都

面临抗疫情、稳经济、保民生的艰巨任务。我们要坚持人

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资源，团结合作，尽最大努力保

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最大限度降低疫情负面影

响。

第一，我们要坚定不移携手抗击疫情。中方将继续全

力支持非方抗疫行动，继续向非洲国家提供物资援助、派遣

医疗专家组、协助非方来华采购抗疫物资。中方将提前于

年内开工建设非洲疾控中心总部，同非方一道实施好中非

合作论坛框架内“健康卫生行动”，加快中非友好医院建设

和中非对口医院合作，共同打造中非卫生健康共同体。中

方承诺，新冠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后，愿率先惠及非洲

国家。

第二，我们要坚定不移推进中非合作。中方将在中非合

作论坛框架下免除有关非洲国家截至2020年底到期对华无

息贷款债务，同国际社会一道，加大对疫情特别重、压力特别

大的非洲国家的支持力度，包括进一步延长缓债期限。中方

鼓励中国有关金融机构参照二十国集团缓债倡议，根据市场

原则同非洲国家就商业主权贷款安排进行友好协商。中方

将同二十国集团成员一道落实二十国集团缓债倡议，并呼吁

二十国集团在落实当前缓债倡议基础上，进一步延长对包括

非洲国家在内的相关国家缓债期限。希望国际社会特别是

发达国家和多边金融机构在非洲减缓债问题上采取更有力

行动。中方愿在尊重非方意愿基础上，同联合国、世界卫生

组织及其他伙伴开展援非抗疫合作。中方支持非洲大陆自

由贸易区建设，支持非洲加强互联互通和保障产业链供应链

建设，愿同非方拓展数字经济、智慧城市、清洁能源、5G等新

业态合作。

第三，我们要坚定不移践行多边主义。中方愿同非方一

道，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治理体系，支持世界卫生组

织为全球抗疫作出更大贡献。我们反对将疫情政治化、病毒

标签化，反对种族歧视和意识形态偏见，坚定捍卫国际公平

正义。

第四，我们要坚定不移推进中非友好。我愿同各位同事

保持密切联系，夯实友好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

互支持，共同维护中非和发展中国家根本利益，推进中非全面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

习近平最后强调，我们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一致

决定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今天我们召开团结抗

疫特别峰会，就是用实际行动践行北京峰会承诺，也是为国际

抗疫合作贡献力量。我相信，人类终将战胜疫情，中非人民也

终将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外方领导人在发言中纷纷表示，在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

在非洲扩散蔓延的关键时候召开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具有

特殊重要意义，再次展现了非中友谊的牢固和非中关系的韧

性。中国同非洲国家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患难与共，为非方

抗击疫情提供了物资、技术、经验等各方面宝贵帮助和支持，

非洲国家深表感谢。疫情是空前严峻的全球危机，国际社会

各方唯有加强团结，坚持多边主义，支持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

机构发挥作用，才能最终战而胜之。非方呼吁有关债权国和

国际金融机构进一步减缓非洲国家债务，在诊疗、药物、疫苗

研发等方面加强合作，助力非洲国家增强应对疫情能力，恢复

经济，实现自主、可持续发展。在这方面，中国树立了表率，用

实际行动再次证明中国是非洲全天候的好朋友、好伙伴。非

方坚定致力于非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共同打造非

中卫生健康共同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非中传统友

谊万古长青。

本次会议务实高效，在积极友好的气氛中达成重要共

识。峰会发表了《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联合声明》。中非

双方决心深化中非友好，加强相互支持，着力构建更加紧密

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加强团结合作，支持联合国及世界卫生

组织发挥引领和协调作用，携手战胜疫情；加紧落实中非合

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更多向卫生健康、复工复产、改善民生

领域倾斜；维护多边主义，反对将疫情政治化，捍卫国际公平

正义。

丁薛祥、孙春兰、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习近平主持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并发表主旨讲话
指出中非经受疫情严峻考验，友好互信更加巩固，强调中非要坚定不移携手抗击疫情、推进中非合作、

践行多边主义、推进中非友好，共同打造中非卫生健康共同体，推进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

6月17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主持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抗疫 共克时艰》的主旨讲话。本次峰
会由中国和非洲联盟轮值主席国南非、中非合作论坛共同主席国塞内加尔共同发起，以视频方式举行。

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