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第二版

坚定信心 抢抓机遇

“县（区）委书记谈解放思想”专栏：

彩练客户端 官方微信

总第26644期 （今日4版）

国内统一刊号 CN22-0001 国外发行刊号 D776 邮发代号：11-1

2020年6月

28
星期日

农历庚子年五月初八
五月十六小暑

中共吉林省委主管主办 吉林日报社出版

本
版
编
辑

陈
庆
松

宋
方
舟

靖宇县：以思想“破冰”助力发展“突围”

学习贯彻省委十一届七次全会精神

这是一份精彩的答卷：今年前5个

月，全省农村网络零售额实现91.12亿

元，同比增长12.3%，高于全国近6个百

分点；

这是一张亮眼的成绩单：目前，我

省在阿里巴巴平台农产品网络买入卖

出比实现1∶1.14顺差，农产品销售额全

国排名第16位，人参市场占有率更是高

达70.8%；

这是一次从未止步的接力跑：3年

来，全省农村网络零售额连续实现快速

增长：2017 年实现 124.91 亿元、增长

74.5%；2018 年实现 170.9 亿元、增长

36.8%；2019 年实现 224.8 亿元，增长

31.6%。

成绩是对过往工作的总结。几年

来，我省大力发展农村电子商务，进一

步夯实了农村电商发展基础，实现了

由高速发展期向高质量阶段的转变。

曾几何时“飘”在云端的电商，终于化

成甘霖，润泽了吉林农村地区的广袤

田野。

优化服务 拓展渠道 培育经

济新动能

若想在农村电商领域有所建树，需

要把农人转化为“电商人”，将“吉货”打

造成网货。得益于政府部门的超前谋

划、精准服务，近几年，电商的力量得以

迅速“抵达”乡村。

几年来，省商务厅先后制定出台了

《关于推动农村电子商务加快发展的实

施意见》和《吉林省电子商务发展规划》

《省商务厅关于脱贫攻坚电商支持计划

的实施方案》《关于推进农村电子商务

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等系列文件，

在20个县（市）开展电子商务进农村综

合示范项目建设，在34个县（市、区）实

施了省级县域农村电子商务试点项目

建设，评选了40个电商镇和400个电商

村；推动16个县（市、区）阿里巴巴集团

农村淘宝项目落地。全省已建成县、乡

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168个、农村电

子商务服务站6087个，培训40.3万人

次，基本实现了县、乡、村三级公共服务

全覆盖。

好政策投放给乡村，好资源倾斜向

乡村，好平台搭建在乡村。系列政策的

扎实落地，让吉林乡村“网味”十足。在

今天的吉林农村，麻袋里大米杂粮被装

进小包装、“穿”上花衣裳，取了好听响

亮的品牌名，在网上售卖；“灰头土脸”

的人参被送进加工厂，精工细制，成为

受人欢迎的即食食品；土里刨食的农

民，学会了用手机向世界“分享”自家院

落中的绿色与天然。

5月10日，白山市靖宇县龙泉镇大

北山村举行了电商分红大会，将过去半

年该村网店“老农夫”在拼多多平台上

收益的8万多元分给村集体。对于这个

地处偏远的贫困村来说，如此轻松地赚

到8万元，曾经是不可想象的。2016年，

在驻村第一书记高世龙的带领下，当地

村民开始种植人参、天麻、贝母、木耳

等，并在电商平台上开起了“老农夫”网

店。得益于品牌的打造和有效的营销，

2019年仅人参一个品类，在拼多多平台

单日销量达上千单，旺季最多一天1万

多单。

谋划和布局、巧思与实干，成就了全

省农村电商的大好形势。（下转第二版）

一网通南北 助农奔小康
——我省农村电商加速发展路径探析

本报记者 陶连飞

省委十一届七次全会专题研究“三

农”问题，议题重大、事关全局、影响深

远，对于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央关于统筹推进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部署，推

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吉林全面振

兴全方位振兴，加快率先实现农业现代

化具有重要意义。全省各级党组织要

深入学习领会全会精神，勇于担当，着

力推动各项工作打开新局面。

勇于担当，就要进一步增强立足大

局的责任意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正在向纵深发展，新冠肺炎全球大流

行加剧了这一趋势。决战脱贫攻坚、决

胜全面小康，夺取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双胜利，对于稳住农业基本

盘、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提出了新的更

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对国之大者要

做到心中有数，必须更加自觉地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增强责

任之心，把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作为重大

政治责任，把做好今年农业和粮食生产

工作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把初心落在行

动上、把使命担在肩膀上，在其位谋其

政，在其职尽其责，坚决打赢脱贫攻坚

战，全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着力完善

现代农业“三大体系”，集中力量尽快补

齐全面小康“三农”短板，大力拓宽农民

就业增收渠道，加快乡村治理体系治理

能力现代化。

勇于担当，就要进一步营造务实重

行的浓厚氛围。实干是担当的内在要

求，人人都要有干的任务，有干的指标，

人人都是发展大局的一个环节，要做到

节节发力、节节作为、节节精彩，把中央

重大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转化为具

体任务，一个目标一个目标进行分解，抓

一件事情成一件事情。（下转第二版）

勇于担当 推动各项事业再开新局
——三论贯彻落实省委十一届七次全会精神

本报评论员

本报讯（记者韩金祥 于凝 代黎

黎 洪铭潞 王学雷 相文婷）省委十一

届七次全会的召开，使全省各地干部

群众备受鼓舞。白山、松原、白城、延

边、长白山开发区等地干部群众纷纷

表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精神，着力推进现代农业“三大体

系”建设，努力走出集约、高效、安全、

持续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促进农业

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

展，为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

兴打牢“三农”基础。

“全会提出要始终坚持农业农村

优先发展，始终着眼厚植吉林农业特

色优势，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以农业

现代化引领乡村振兴支撑吉林全面振

兴全方位振兴，这是省委向全省各级

党组织发出的动员令。”临江市闹枝镇

党委书记郎春宝表示，将认真落实全

会精神，不断优化种植结构，引导农民

发展好生态效益型特色农业。

全会的召开让松原市宁江区伯

都乡杨家村党支部书记黄彦宇备受

鼓舞。他说，近年来，杨家村在推进现

代农业建设上进行了一些积极探索，

带动了农民增收致富。今后，他们将

进一步加大对精品农业的投入力度，

不断加快美丽乡村建设，推动农业提

质增效。

“全会的召开让我们信心倍增。合

作社在壮大村集体经济的同时，将努

力保障菜篮子、钱袋子、米袋子。”白城

市洮北区春光村支部书记汪纯雨说，

这两年，他们村成立了农机专业合作

社，利用大型农机具进行春季旋耕、夏

季田间管理、秋季玉米和水稻收割，实

现了农业生产耕种收全程机械化，下

一步将进一步扩大合作社生产规模。

延吉市新兴街道党工委书记崔峰

表示，他们将深入领会好全会精神，扎

实做好“六稳”“六保”工作，凝聚推动

街道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下一步，

新兴街道将坚持改善群众生活、继续

完善各项服务功能，努力增进居民幸

福感、获得感。

长白山管委会旅游和文化体育局

局长耿德勇表示，将认真学习全会精

神，在确保旅文体领域疫情防控安全

高效的同时，适时开展旅游宣传与营

销，打造长白山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努力塑造“大长白山生态旅游圈”旅游

品牌。

珲春市市场监督局局长刘惟喜

说，他们将坚持把稳物价、保民生作为

首要任务，促进各行各业复工复产。继

续深入开展“进千企，送服务”活动，进

一步减轻企业负担。

努力走出集约高效安全持续发展道路
省委十一届七次全会在各地引起强烈反响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对旅游业造成

极大影响。以旅游为主导产业的长白山

管委会，如何帮助企业应对经济下行压

力，提振发展信心？怎样化危为机实现

经济平稳发展？长白山管委会把思想统

一到党中央、省委的重大决策部署上

来，把行动集中到干事创业上来，把力

量凝聚到加快发展上来，顶住压力，破

解难题，今年前两个季度，经济发展取

得新成绩。

长白山开发区以旅游产业为主，第

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高达

90%。一季度，地区生产总值完成3.86亿

元。1月至5月，全口径财政收入1.36亿

元，地方级财政收入0.84亿元。财政支

出8.18亿元。全区固定资产投资预计完

成9.4亿元，同比增长15.3%。全区限额

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0.39亿

元。截至6月14日，长白山全域旅游共接

待游客24万人，旅游收入2.2亿元，长白

山景区入区人数达7.04万人次。

顶住经济下行压力，他们把目光锁

定在项目建设上。今年，全区计划安排重

点建设项目119项，总投资196.54亿元，

本年计划完成投资53.48亿元。其中，

5000万元以上项目69项，年度计划投资

47.73亿元。1月至5月，全区开复工项目

95项，完成固定资产投资9.4亿元，增速

15.3%。4月15日，16个“三早”项目全部

开工。依托项目中心全程代办，加快34

个招商引资重点项目落地开工。用好用

足国家新基建政策，争取国家专项债资

金4.45亿元。利用长白山投资促进平台

等媒介发布了第一批8个亿元以上招商

引资项目。实施“六变”招商举措，组织6

次“云端”视频洽谈会，与12家企业精准

对接洽谈，与吉林宏达工贸公司签署了

总投资4.05亿元的战略合作协议，与北

汽集团在省级层面签约。

顶住经济下行压力，他们把目光锁

定在完善服务企业发展机制上。截至目

前，共发放中小企业专项扶持资金460

万元，发放援企稳岗资金622万元。开

展民营企业服务周活动，为企业提供

司法维权、减税降费、人才引培、旅游

文体、项目促进、公平竞争等 6 个方

面服务，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保障市

场主体稳定。投放消费券 1500万元，

组织全区大型商超开展“惠”复营业促

销活动14次，销售额1095万元。在全区

范围内开展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员领导

干部带头消费“五个一”活动，带动餐饮

消费300余万元。规范地摊经营，全力打

造夜经济。 （下转第三版）

顶 住 压 力 破 解 难 题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经济运行走笔

本报记者 韩金祥

本报讯（记者王亮 赵乃政 粘青）

“大哥，东西收拾好了吗？哪天搬家？

还需要我做点啥……”端午节前夕，记

者见到马铖明时，身着运动短装的他，

正坐在靖宇县保安村贫困户姜学永家

炕沿上拉家常。

姜学永的妻子患有心脏病，干不了

重活。一家四口就靠姜学永打工挣钱

过活。姜家没有自己的住房，马铖明帮

他们申请了公租房，还为两个孩子争取

到义务教育扶贫款。

“我们都挺好，你就放心吧，大热天

的别来回折腾了。”姜学永指着打包好

的行李给马铖明看。他3岁的小儿子

围着他们跑来跑去，温馨的画面、熟络

的感觉，就像一家人。

联系产业帮扶、采集核实人口信

息、走访贫困户……来到保安村的10

个多月，马铖明的每一天都在忙碌中度

过。“虽然做的都是琐碎事，但是心里很

踏实。特别是看到包保的11户贫困户

脱贫后的笑容，我感到十分欣慰。”

“小马这孩子可好了，工作认真，做

事细心。我们忙不过来时，叫他帮忙从

不推托，他还主动承担起村里信息整理

工作。”说起马铖明，村妇联主席姜玉兰

不停地夸赞。“我们全村人都知道杨靖

宇将军的事迹，但只有村干部和几个村

民知道小马是英雄后人。他每天就知

道闷头干活儿。”

去年8月，天津大学软件工程专业毕

业的马铖明，来到革命老区国贫县靖宇做

村书记助理，成为一名吉林省选调生。“当

时也有到大企业就业的机会，但一种难以

割舍的情结，让我决定来到这里。”

就在 2018年“九一八”纪念日前

夕，还在读大四的马铖明，随同新华社

记者一起重走抗联路，寻访曾祖父当年

战斗的足迹。

“小时候，从家人的只言片语和书

本中，我了解的曾祖父杨靖宇，只是一

个模糊印象。寻访之路让他的形象在

我心中清晰起来，也令我备受震撼。”正

是这次寻访，让马铖明真切地感受到杨

靖宇和东北抗联抗日斗争的艰苦卓绝，

同时感受到靖宇人民对英雄的尊敬和

热爱。这，也成为他决心到靖宇工作的

巨大动力。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回想曾祖

父当年在这片土地浴血奋战的情景，我

内心无比激动和佩服。我要沿着他的

足迹，扎根基层，投身伟大的脱贫攻坚

事业，把青春和热血奉献给这片英雄的

土地。”马铖明说。

80年前，一位化名杨靖宇的人民英雄马尚德，为了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与日寇血

战，以身殉国，谱写了壮怀激烈的抗日篇章；
80年后，一位名叫马铖明的年轻人，放弃大城市的优越生活，追随先辈足迹，来到

曾祖父战斗牺牲的地方，为老区人民脱贫奉献着青春力量。
时光匆匆流逝，却带不走他们对这片土地的深沉爱恋——

战斗在曾祖父殉国的土地上

不久前，“长春中医药大学杏林青

马工程”的微信公众号上推送了一组图

片消息：几名青马学员臂挂鲜红的志愿

者袖标，在社区、街道、村口、疫情防控

排查点紧张忙碌着。这一张张照片是

青马学员们“做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

可靠接班人”的承诺与行动，更是长春

中医药大学开展“杏林青马工程”的一

个缩影。

近年来，长春中医药大学党委将中

医药专业教育与传统文化教育、马克思

主义教育深度融合，启动实施了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创新载体——“杏林

青年马克思主义培养工程”，不仅成立

了校院两级“杏林青马工程”学员班，还

成立了教师青年马克思主义学会，坚持

青年学生与青年教师齐抓共建，使学校

始终成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

接班人的坚强阵地，为我省青年马克思

主义者培养工程建设提供了有益借鉴。

全方位引领 培养德才兼备人才

90岁高龄的国医大师、学校终身教

授王烈不久前以“大医精诚·践言”为题，

以自己的切身体会为学员们上了一堂生

动的思政课。“在‘杏林青马’的学习和生

活中，像这样的精彩课程让我懂得了何为

使命与担当，让我逐渐明确了成长的方

向，我将向着目标不断努力。”课后，学员

任仲宝激动地说。 （下转第三版）

信 仰 之 光 耀 杏 林
——长春中医药大学“杏林青马工程”记事

本报记者 张鹤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青年人前

进路上的灯塔。只有在“灯塔”的指引

下，才能意志坚定、思想充实，才会有

明确的目标和奋斗的动力。而“青马工

程”正是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开展学习

研究宣传的重要阵地，是拨亮“信仰之

灯”的关键所在。

近年来，以长春中医药大学为代

表的我省各高校结合自身特色，找准

大学生思想理论教育的切入点和着

力点，以“青马工程”为抓手，积极开

拓新路子，搭建新载体，通过丰富多

彩的主题教育和社会实践活动，让大

学生在实践创新中升华对马克思主

义理论的认识，坚定马克思主义理想

信念。

作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广

大新时代青年要自觉以“青马工程”为

依托，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素质、政策理

论水平、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组织协

调能力，以坚定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

之姿，积极投身强国伟业，把青春之树

种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不负韶华，谱

写最美的奋斗之歌，让党的事业薪火

相传。

拨 亮“ 信 仰 之 灯 ”
端午小长假期间，省内旅游升温，市民们大多选择距离较近的生态旅游景点，亲近大自然，享受假期。图为游客在长白县

大湖风景区欣赏美丽景色。 本报记者 石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