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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思想再深入 全面振兴新突破
县县（（区区））委书记谈解放思想委书记谈解放思想

为充分发挥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优势，努力打造管

理秩序良好、环境整洁卫生、经营诚信守法、言行文明有礼的夜

经济聚集区，使城市夜市“最具人间烟火味，更有精神文明风”，

成为塑造城市精神风貌、展示城市文明形象的新阵地、新舞台，

近日，吉林省文明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厅

发出通知，联合在全省开展“文明进夜市”活动。

1.文明经营进夜市。组织开展文明经营、守法经营、诚信经

营宣传教育活动，通过评选文明经营示范店、示范摊点和设立文

明经营好人榜，广泛宣传文明服务、诚信经营的典型，引导商家自

觉保持摊位整洁卫生，不扰民、不影响交通、不污染环境，用文明

服务、有序经营赢得社会认可。开展诚信经营承诺活动，倡导商家

设立承诺牌，公开承诺书，承诺诚信经营，保证商品质量、食品安

全，以实际行动树立良好的信誉，让夜市经济成为人们信得过、叫

得响的诚信经营品牌。

2.文明消费进夜市。通过各种方式、多种途径，开展文明购

物、文明用餐宣传教育，倡导文明礼仪、拒食野生动物、践行光盘

行动、推广环保购物袋，培育文明、健康、节俭、环保的消费理念，

引导广大市民做守秩序、讲礼仪、遵规范的文明消费者。管理部

门要加大对乱扔垃圾、乱涂乱画、随意张贴、喷涂广告、随地吐

痰、袒胸赤膊、大声喧哗、禁烟场所吸烟、随处便溺等不文明行为

的管理和处罚力度，维护夜市文明卫生和谐有序。

3.文明执法进夜市。各城市执法、市场监管等相关部门要

创新工作思路、转变执法方式，组织开展文明执法活动，做到严

格执法、公正执法、规范执法、和谐执法，切实做好夜市商品质量

安全保障、街路环境卫生保洁、消费者权益保护等精细化管理，

为做大做强夜市经济创造有利条件，确保夜市经济健康文明发

展。开展文明执法承诺活动，设立文明执法示范岗、示范明星，接

受社会监督和群众监督。

4.文明驿站进夜市。设立文明驿站，为市民提供信息咨询、

手机充电、爱心药箱等形式多样的便民志愿服务。组织发动志愿

服务组织、志愿者走进夜市，开展文明劝导志愿服务活动，疏导市

场密集人流，提醒商户和顾客保持环境卫生整洁，规范机动车、非

机动车有序停放，引导顾客文明排队，共同维护市场文明秩序。

5.文明宣传进夜市。在夜市增设宣传栏、提示标识，拓展公

益广告宣传阵地，利用室外LED广告屏，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讲文明树新风、市民文明行为规范等公益宣传。特别是

结合当前疫情防控工作，广泛开展“文明健康 有你有我”公益主

题宣传，引导广大群众强化疫情防控意识、重视食品卫生安全、

提倡使用公勺公筷、保持用餐环境整洁，实施垃圾分类，不断提

升市民群众的健康卫生素养。

吉林省开展“文明进夜市”活动

近年来，白山市靖宇县在一次次头脑风

暴中树立了新思维、新理念、新格局；在一次

次思想碰撞中形成了新作风、新干劲、新气

象，以思想大解放促进观念大转变、工作大

提升的新一轮热潮正在兴起，真正做到了

“思想上有震动，实践上有行动，工作上有推

动”。

“靖宇正处在发展的关键时期，新旧问

题交织，唯有充分认识新时代解放思想的实

质，把握新时代解放思想的精髓，突破传统

僵化思想观念的束缚，才能凝聚共识，为实

现靖宇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白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靖宇县委书记毕

增祥一语中的。

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

藩篱,靖宇县吹响了全面振兴的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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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的建筑拔地而起……

6月的靖宇县，项目攻坚的场景随处可

见，竞相发展的氛围十分浓厚。走进总投资

4.5亿元、占地3.45万平方米的长白山道地

药材交易中心建设项目施工现场，挖掘机、

铲车、大卡车往来穿梭，展现出一幅争分夺

秒、大干快上的建设图景。

靖宇县素有“立体资源宝库”之称，是平

贝母、五味子、林蛙油全国最大集散地，也是

我省人参、西洋参主产区之一，为省级道地

药材小镇。目前，全县中药材留存面积突破

5万亩，年产量近万吨，年交易量2万余吨，

年交易额突破10亿元。由于原特产交易市

场规模小、层次低、承载能力弱，已远远不能

满足交易需求。

发展中肯定会面临各种难题，如何突破

“瓶颈”？

“没有思想的解放，突破就是一句空

话。为了破解难题，今年4月，长白山道地药

材交易中心建设项目正式开工建设，预计工

期24个月。项目建成后，靖宇将成为长白山

区最大的中药材集散地，对于提高靖宇人

参、西洋参等道地药材在国内外市场知名度

和竞争力将发挥重要作用。”毕增祥对该项

目满怀信心，“接下来，我们将以长白山道地

药材交易中心为载体，通过设立优质长白山

道地药材销售专区，加快带动长白山传统药

材产业改造升级，全力打造集仓储、交易、加

工、配送及综合服务等功能为一体的国际化

长白山道地药材交易平台，全面打响靖宇

‘北国药都’品牌。”

解放思想永无止境，实践发展永不止

步。

盛夏时节的濛江乡山林村，青山绿水

间，处处皆景：干净整洁的小巷里，空气清

新；广阔无垠的田野里，蓝莓飘香……处处

流淌着致富的欢歌。

在蓝莓种植园内，毕增祥摘下几颗饱满

硕大的蓝莓介绍道：“靖宇县是长白山寒地

蓝莓的主产区，这里的蓝莓口感酸甜，我们

所在的山林村，在2013年就发展起了蓝莓产

业，到现在已发展到1300亩。这小小的蓝莓

果，已成为山林村脱贫致富的大产业。”

近几年，为提高种植户的蓝莓管理技

术，提升蓝莓品质和产量，山林村确定了科

技入村助脱贫的工作思路，邀请吉林农业大

学的专家为蓝莓种植户讲授蓝莓精准施肥、

栽培管理、包装运输、贮藏和物联网等全产

业链技术，不仅推进蓝莓种植的科学化，同

时也提升栽培效率和产量。目前山林村主

要种植的蓝莓品种为“北路”和“美登”，产量

逐年提升。

“蓝莓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产量不断提

升，可是也面临着滞销和价格下跌的风险。

怎样让蓝莓不仅卖得出去，而且还能卖上好

的价格，成了另一个难题。”谈起发展中遇到

的问题毕增祥感叹道。

在探索中寻求突破，在碰撞中闯出新

路，用思想解放的新成果，助力振兴发展。

山林村因村施策、因地制宜地采取了两

种解决方法：一是“外联”法，村两委班子、驻

村工作队多次赴外地洽谈商讨蓝莓收购问

题，并达成购销协议，建立了长期供销关系，

解决了蓝莓销售的一大难题。二是依托当

地的“长白山蓝莓节”，通过参加展会极大提

高了蓝莓的知名度，有力拓宽了销售渠道。

“没有创新的思维，就没有创新的作

为。”毕增祥介绍道，为加快蓝莓产业发展壮

大，他们科学编制了产业发展规划，确定了

“长白山蓝莓第一县”的目标定位，成功举办

了3届长白山蓝莓节，精心打造了“蓝合果”

品牌，今年投资1.3亿元，实施了吉林嘉德森

蓝莓产业园综合开发项目。通过龙头企业

带动，进一步拉长蓝莓产业链条，提高蓝莓

产品附加值，带动全县蓝莓产业大发展和农

民收入的大提升。

目前，靖宇县蓝莓种植面积发展到近

1.6万亩，种植户2000余户，年产蓝莓鲜果

近6000吨，年实现产值1.4亿元。蓝莓种植

已经成为靖宇县产业扶贫的主导项目。

谈及蓝莓产业未来发展，毕增祥的话语

掷地有声，“我们将进一步解放思想，在蓝莓

产业发展上以集中突破‘产业链’思维，按照

‘政策+模式+资本+平台+运营’的理念，通过

人才、技术、资金、开发、信息等资源要素导

入，加快培育研发、生产、市场、经营等生产

型产业链，倾力将蓝莓产业做大做强、做优

做精。同时，以发展文创农业为突破口，积

极探索‘农特产品文化+大地景观+艺术驱

动+文化产业+互联网’发展模式，实现医、

教、研、养、产、食、旅的综合效益。”

靖宇县：以思想“破冰”助力发展“突围”
本报记者 王春宝 洪铭潞

本报6月27日讯（记者韩金祥）今天是

端午小长假最后一天，在一系列惠民举措的

推动下，长白山景区3天共接待游客16475

人次，长白山全域接待游客49425人次，全

域旅游收入3954万元。

假日期间，长白山景区对疫情防控

工作没有丝毫放松，通过景区山门 LED

屏、公告、条幅等形式积极开展防控知

识宣传，严把游客入区关，为喜爱长白

山、向往长白山的人们吃了一颗安全定

心丸。

长白山景区游客增长，与长白山景区实

施的一系列惠民举措是分不开的，特别是6

月11日至6月27日期间实行游客免门票入

区活动，极大调动和激发了广大游客来长白

山的热情。

据了解，7 月，长白山景区将陆续开

展“致敬最美逆行者大型集体婚礼”“明

星直播”等活动，吸引更多的游客来长白

山游览观光。

长白山景区3天接待游客1.6万人次

本报讯（记者裴雨虹）6月25日端午节

当天，省曲艺团与省戏曲剧院京剧团通过省

文化和旅游厅的官方抖音账号“悠游吉林”

上演了两场“直播秀”，在云端为全国人民

“抖”出吉林精彩。

省曲艺团于当天中午12点开始了直播

“首秀”。直播刚过4分钟，点赞就突破了1万

次。随着一位位演员上线、一个个节目演出，

观众越来越多，纷纷在评论区手动打出“掌

声”与“叫好”。

80分钟的演出中，曲艺前辈新秀齐登

场，相声、快板、魔术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

王派快板书传人李宗义、知名相声演员丁

东、“牡丹奖”获得者王大海等艺术家接连亮

相，为观众送上演出与祝福。

当晚7点在直播间上演的“仲夏端午赏

国粹”戏曲晚会，由省戏曲剧院京剧团与吉

林艺术学院戏曲学院联袂打造。《四郎探母·

坐宫》《霍小玉》《凤还巢》等剧目的经典选段

接连唱响，令观众大饱耳福。

由高派京剧表演艺术家倪茂才带来的

压台戏《凤凰二乔》选段一唱响，就在评论区

引起了轰动。

网上直播打破了地域与空间的限制，除了

我省观众，全国各地的网友纷纷涌入直播间，观

看了这两场吉林“直播秀”，评论区经常出现这

样的话语：“下次一定要去吉林省看现场演出！”

与 观 众 在 线 过 端 午
我省两家文艺院团上演“直播秀”

本报6月27日讯（记者孟凡明）今天14

时，长春市供销社联合各县（市、区）政府主

办的长春地区优质农产品系列直播——双

阳区专场准时开播。双阳区副区长朱君宝

携鹿乡镇党委书记李冰、奢岭街道马场村书

记李华靓走进腾讯微视直播间，联手为双阳

优质农产品代言推介。

在2小时21分钟的直播过程中，鹿胶

糕、大米、煎饼等20余种产品推出优惠活

动，还有多轮抽奖、限时秒杀等福利送出，

同时在线人数最高达20万、连线观看63.55

万，成交量 3383 单，小件农产品成交额

12.24万元。

这场直播活动是“直播微助农”长春地

区优质农产品系列直播第二场，通过地方

领导走进网络直播间、给优质农产品直播

带货的方式，提升农产品品牌认知度，开

拓农产品销售市场，以提振涉农企业克服

困难的信心和决心，促进产业发展和乡村

振兴。

系列直播活动共6场，继德惠市和双阳区

专场直播后，将陆续在农安县、九台区、榆树市

和第十九届长春农博会设置直播专场。

开拓销售市场 提振企业信心

长 春 推 出“ 直 播 微 助 农 ”活 动

（上接第一版）要做勇于探索的实干者。创建乡村振兴试验区、深

化农村宅基地改革试点、深化农村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和创新等工

作，都需要实干、探索、担当，要求我们必须大胆探索、先行先试。

做好“三农”工作，必须健全完善党领导“三农”工作体制机

制，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建设一支懂农业、

爱农村、爱农民的农村工作队伍，用好外力、激发内力，形成全社

会关心支持“三农”的强大合力。

责任呼唤担当，使命引领未来。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

业，尽多大责任才会有多大成就。要不折不扣落实好党中央和

省委决策部署，扎实做好当前各方面工作，科学谋划“十四五”发

展。要持续解放思想，坚定必胜信心，永葆旺盛斗志，在勇于担

当中推动各项事业再开新局，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

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上接第一版）充分发挥农村电商渠道优势，几年来，我省成功举

办了“农村电商精准扶贫产品展销会”“中国网红吉林行”“年货

大集”等线上线下促销活动，全省各地农产品入驻我省在浙江、

江苏、云南、重庆等省市开设的“吉林名优产品营销展示中心”，

跨省销售渠道被打通。“吉品出吉林”的口号正在成为现实。

抢抓机遇 强化培训 拥抱线上新商机

抢抓机遇、拥抱变化，让吉林农村电商事业生生不息。

积极适应电商网红直播化发展新趋势，依托电子商务进农

村综合示范等项目，省商务厅面向乡村干部、返乡大学生、农民

和退伍军人等对象，组织开展了以抖音、快手、淘宝等直播平台

为主的网红直播培训，孵化了一批农村电商典型村镇和带头人，

涌现了高火火、白小白、唐阿姨等网红主播，以及寰亚、聚发财、

阿凡提等一批网红直播企业。

根据阿里巴巴提供的数据，目前，我省在阿里巴巴旗下淘

宝、天猫两个平台上活跃的农产品网店近6万个，带动创业就业

13.2万人。另有2个镇、4个村入选2019年度淘宝镇、淘宝村。截

至目前，全省电商双创基地26个、示范企业122户，其中有2个

基地、5户企业被商务部认定为国家电商示范基地、示范企业。

省商务厅市场体系建设处处长梁永才告诉记者，疫情期间，

全省各地充分发挥农村电商“点多、线长、面广、线上线下结合”的

优势，组织电商企业做好疫情防控和保供促销。为此，省商务厅组

织6家培训机构拟定56个专题，面向全省开展了为期45天的免

费在线培训，有4万多人次在线观看学习；指导各地积极开展“网

络直播季”活动、加大滞销积压农产品促销力度，各县市共举办88

场网络直播促销活动，副县长以上党政领导有53人次走进直播

间进行代言，共销售农产品1700多吨、80.5万件、5407.31万元。

城乡协同 打通渠道 抢抓市场新机遇

在发展电商的过程中，乡村既不应是“真空地带”，也不该与

城市地区割裂开来。打通物流配送通道，让农村与城市享受同样

高效率、低价格的物流服务，才能保证农村电商可持续发展。

一段时间以来，我省积极整合县域物流资源，着力推动“电

子商务与物流快递协同发展”“城乡物流高效配送”“农村客货同

运”，优化物流配送路线40多条，建设县域物流集配仓储中心或

物流产业园22个、乡镇物流分拨中心38个、农村物流网点2300

多个，进一步完善县、乡、村三级电商物流配送体系，纳入商务部

统计18个示范县2017至2019年连续三年每年收发物流快递

0.3亿件以上、累计1.1亿件（平均每年配送0.3亿件），农村物

流快递运力充足、基本实现了“村村通”、收费与省会长春市基本

持平。其中，大安市通过整合农村电商服务站、公交客运站、供销

服务站等资源，物流配送大幅度提速降费，大部分村屯实现了一

元进村、二元出村、48小时配送到位。

物流畅通，商路也随之通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5月25

日，在拼多多平台，我省前5个月的订单总额比去年同期增加

120%。其中，收货和发货地址为吉林村镇地区的订单，比去年分

别增长210%和130%。“6·18”电商促销活动期间，截至6月18日

20时，该平台上吉林村镇地区产生的销售订单金额较去年同期

增长约320%。

农村电商的长足发展，让吉林农民在网上就能卖出自己

的好东西，渐渐摒弃了此前被动等待经销商上门的经营模式；

消费者借助直播镜头，看到了白山松水的物华天宝；互联网经

济在东北广阔的黑土地上萌芽、生长，正焕发出勃勃生机……

一网通南北 助农奔小康

近两年来，白山市

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生

态效益型特色农业，全

面建设中国绿色有机

谷·长白山森林食药城，

参、蛙、菌、药、菜、牧、

果、蜂、渔九大特色板块

多业并举、齐头并进，呈

现出农业兴、农村美、农

民富的良好态势。图为

6月27日，白山市江源

区巾帼丰农民种植专业

合作社的有机草莓基地

正在进行采摘。该合作

社的3块种植基地当日

采摘订单草莓7万斤。

本报记者 王春宝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