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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个产业项目落地开花，拓宽小康致

富路；

一座座美丽乡村焕发新颜，引得游客八

方来；

一项项惠民政策不断加持，使得百姓笑

开颜。

2015年7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延边

考察调研时指出：“全面小康一个也不能少，

哪个少数民族也不能少，大家要过上全面小

康的生活。”

如今，延边交出“答卷”——全州贫困县

全部摘帽，贫困村全部出列,全州贫困发生率

降至0.05%。贫困户人均纯收入由2015年的

3436元增加到2019年的11380元。

近年来，延边州把贫困人口脱贫作为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

坚持脱贫目标和标准，聚焦“三精准”“三保

障”“三落实”，全州各族人民总动员，步履铿

锵，携手迈向小康路。

产业富，环境美，百姓乐，延边州奏响了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部曲”。一幅幅生动美

好、蓬勃向上的美好图景在延边大地徐徐展

开——

产业振兴 让百姓的腰包鼓起来

时下正是木耳采摘季，在汪清县天桥岭镇

天平村的木耳基地内，一片片形圆肉厚的木耳

挂满了菌袋，朵朵黑木耳撑起了“致富伞”。

曾经的国家级贫困县，今朝的“木耳之

乡”。黑木耳成为了汪清县一张烫金名片，传

递着产业振兴和脱贫攻坚的最强音。

从传统的“小作坊”生产，到如今培育、种

植、采摘、晾晒、分选、包装等全流程的智能化

管控，目前，黑木耳产业在汪清县已形成集菌

种研发、菌包生产、基地种植、产品加工、物流

配货、废弃料治理等为一体的生态循环产业

链条。

全县黑木耳专业镇达到5个、种植村121

个、百万袋以上村65个，栽培量稳定在6.5亿

袋，实现产值34亿元。

黑木耳已经发展成为汪清县脱贫攻坚的

支柱产业、乡村振兴的希望产业、持续长久的

富民产业。

这些，只是延边州扶贫产业振兴的缩影。

2019年延边州投入各类扶贫资金20.8

亿元，组织实施扶贫项目494个，其中产业发

展项目70个、基础设施项目401个、其他项目

23个。

今年，延边州计划投资近8.7亿元，实施

79个产业扶贫项目，受益贫困人口达10.9万

人次。

截至目前，项目已开工60个，已完工10

个。以上项目投入使用后，年收益可达4889

万元，年底全州产业扶贫预计收益超2亿元。

小康路上，产业的振兴，让百姓的腰包日

益增长！

政策保障 为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从破旧不堪的泥草房到崭新漂亮的砖瓦

房，从年收入3000元到现在过万，从看不起

病到就医无忧。

5年过去了，延边农民的生活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

走进延吉市小营镇五凤村独居老人王莲

粉的家中，庭院简朴，干净整洁。

2019年春节前，王莲粉告别了冬日寒冷、

夏日闷热的老房子，搬进了新家。坐在宽敞、

明亮的新房子里，倍感温暖的是王莲粉的心，

“现在冬天室内温度能达到25摄氏度，在屋里

洗衣做饭再也不是难事，生活越来越有奔头

了！”

百姓生活无忧、幸福美满，是延边州各级

党委、政府追求的最终目标。

图们市石岘镇河北村贫困户全光国今年

78岁，2017年因骨折住院治疗花费了2.8万

元，在享受医疗政策后，自己仅花费了4000

多元。

“医疗政策太好了！现在去医院不用押

金，看完病，报销之后交剩余的钱就可以了。”

让全光国感慨的不只是自己享受到的实惠，

2018年老伴金英福做了股骨头置换手术，手

术费用2万多元，享受保障政策后个人仅花

费了800多元。

一项项惠民政策频出，一个个实惠给予

百姓，生活上有了坚实的保障：全面落实“先

诊疗、后付费”“一站式”结算，实现基本医保、

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三项制度”全覆盖，贫

困人口门诊慢性病和住院患者实际报销比例

分别达到80%、90%。截至2019年末，全州累

计完成贫困户危房改造8564户，易地扶贫搬

迁1817户。

乡村善治 且看家园美丽嬗变

木栅栏、泥土路、茅草房，地里的老黄

牛，拖拉机驶过尘土飞扬……提起农村，我

们脑海中常常浮现出这样的景象。

为了改变这种落后的面貌，近年来，延边

州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努

力为乡村“美容”，全面启动农村人居环境综

合整治，因地制宜打造了“生态旅游型”“三产

融合型”“特色保护型”和“整治提升型”等百

余个国家和省州级示范村。

家园美，旅游兴，凤来栖。小村庄实现华

丽蜕变，同时也成为旅游“新地标”。

走进图们市石岘镇水南村，一座花园般

的朝鲜族村落掩映在群山、碧水之中。村路

两边鲜花盛开，低矮的围墙上一幅幅朝鲜族

民俗画生动传神。

依托独特的地域优势和文化优势，水南

村积极发展“红色旅游”“民俗旅游”“观光农

业旅游”。

水南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罗哲龙

告诉记者，现在村内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已稳

定运营，通过与部分高校及地区教育部门协

调，2019年研学人数近4000人，收益18万

元。民俗旅游体验项目完成了游客接待中

心、游客餐厅、旅游厕所、射箭、秋千、投壶等

场地建设，特色民居正在建设中。

“村民可以在餐厅打工、为游客提供住

宿、加入文艺队演出、打扫卫生，以此提高收

入。”罗哲龙说，旅游产业的发展不仅带动了

多个就业岗位，村民还可以发展庭院经济，院

内种些蔬菜，养鸡、鸭等。成熟后，餐厅回收，

村民没有任何后顾之忧。

变革、嬗变、振兴，聚力、发展、前行！产

业项目如点点繁星缀满延边大地，优美宜居

的乡村环境、淳朴文明的乡风民风，让延边犹

如化茧而出的彩蝶，在这片黑土地上旋转、跳

跃！

日子红红火火，是百姓对美好生活最质

朴的期待。在这份期待的背后，是延边州委、

州政府夯实乡村治理的信心和决心！

踏上新征程，延边人民将牢记习总书记

嘱托，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步伐，在希望的

田野上，谱写出最绚丽、最生动、最壮观的华

彩乐章！

步 履 铿 锵 踏 歌 行
——延边州奏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部曲”

本报记者 王雨

自“解放思想再深入、全面振兴新突破”

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和龙市聚焦新形势

新担当新作为，迅速吹响解放思想集结号，转

变思路，打破瓶颈，奋力实现县域经济新发展

新突破。

延边州委常委、和龙市委书记金烈坦言，

今年是和龙发展困难最多的一年，也是机遇

最大的一年，一定要主动求变，坚决破除条条

框框和思维定势的束缚，努力化危为机。

和龙市根据国内外形势变化和疫情防控

大局，及时调整发展思路，主动从困难中寻找

新的机遇和希望，依托产业结构优势和生态

环境特点，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紧

紧抓住项目建设这个关键要素，精心谋划，一

批批新兴产业相继落地，前景可期。

7月13日，记者来到和龙天沐皇家温泉

建设项目现场，客房区主体建筑已粗具规

模。工人们正在有序施工，机器设备与大型

工程车辆轰鸣声汇聚在一起，奏响了项目建

设的最强音。

为充分发掘和宣扬历史文化，遵从绿色

生态产业理念，融入现代商业元素，和龙市谋

划包装了以“渤海国都”为主题的温泉小镇，

建设古渤海风格仿古建筑群，并引入长白山

池南区高锶温泉水。该项目今年4月开工建

设，总投资30亿元，计划年底竣工。建成后，

预计年营业收入5338万元，年缴纳税金342

万元，年利润1323万元。

在全市备受瞩目的金达莱公园“1313”项

目中，和龙市立足实情，依托边合区和绿色有

机农林资源重点打造了防疫物资、健康食品

两大产业，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

有力支撑。2015年，和龙国家级边境经济合

作区获国务院批复，成为全国第17个国家级

边境合作区。合作区总面积4.27平方公里，

已投入10亿元，完成20万平方米企业孵化器

建设，引进企业28户。

“几年来，和龙边合区依托优越的区位和

劳动力优势，大力发展服装加工产业，产业发

展和项目建设如火如荼，各项经济指标年年

攀升。”金烈说。

今年，由于疫情给服装类商品和劳动密

集型产业带来重大冲击，边合区多家企业难

以为继。金烈深知，只有积极解放思想、转变

思路，才能变压力为动力，使边合区焕发出新

生机。

“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依托边合区完整

成熟的服饰加工体系，迅速复工转产防疫物

资，重点实施了日产30万副医用隔离眼罩、

日产10万套一次性防护服和日产2000万片

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项目。”金烈告诉记者，

经过几个月的全力推进，完成了生产车间标

准化改造，生产出的口罩、防护服和眼罩产品

均获得国内外相关资质认证，先后签订多笔

订单，产品供不应求。目前，和龙正致力于将

边合区打造为国家防疫物资的交易中心、生

产基地和标准基地。

“解放思想是永恒的主题，永远在路上。”

和龙的发展在不断地自省和探索中迸发出新

的活力。

和龙生态环境优越，森林覆盖率达93%，

全年空气优良天数达97%，是全国空气和水

最好的城市之一，跻身全国首批33个生态示

范区之列，拥有龙门湖国家级水利风景区、仙

峰国家森林公园等8个“国字号”园区。400

平方公里平岗绿洲是著名的有机水稻之乡，

盛产的“卢城之稻”是我国历史上最早且有文

献记载的贡米。和龙被联合国确定为“中国

高科技绿色食品原料基地及深加工示范区”

和“全球契约城市”，被列为国家级农业绿色

发展先行区和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区。

2016年以来，和龙市根据区位、资源优

势，着力推进旅游城、健康城、开放城建设，其

中健康食品产业园是推进健康城建设的具体

抓手。金烈说：“和龙正在全力塑造世界林下

参之都、中国地窖辣白菜之乡、皇家贡米之

乡、长白山下有机蔬菜基地、全国冰泉鱼之乡

五大品牌，推进大米、野山参等交易平台建

设，以健康食品产业园为基础打造国家绿色

有机食品基地。”

健康食品产业园总规划面积3平方公

里，主要建设集健康产品生产加工、旅游体

验、商贸展示、电商交易、产业孵化、人才培

养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产业基地，力争打造

全国有机绿色产品行业标杆和产业新标

准。米酒、辣白菜、企业孵化器等项目正加

快建设。

“这几年，和龙项目落地之多，正是多年

来解放思想不断积累的结果。”金烈直言，以

前的和龙是交通物流的“神经末梢”“口袋

底”。近年来，全市积极转变思想，谋划实施

了开发开放“149”计划，加快推进互联互通

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和龙至延吉高速通车

运营、延蒲高速和丹阿线改造即将竣工、金

达莱通用机场开工建设、和龙至南坪一级公

路升级改造开工在即。在不断解放思想中，

崇善镇重点打造“小村之恋景区”，为发展全

域旅游提供了良好的配套条件，全力推动乡

村振兴；和龙市政数局通过推动综合窗口改

革及项目行政审批改革，全市76%的服务事

项可在综合窗口办理，100个高频事项已全

部实现“最多跑一次”，倾力打造优质营商环

境……

发展并非一朝一夕，发展的道路上必然

会爬坡过坎。谈及未来，金烈说：“我们将从

项目建设、经济发展、民生事业、疫情防控入

手，时不我待、只争朝夕，攻坚克难，打破桎

梏、真抓实干，坚持新发展理念，逐步走出一

条适合和龙实际的绿色发展之路。”

和龙市：吹响解放思想集结号 开创振兴发展新境界
本报记者 马春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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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7月15日讯（记者隋二龙 庞

智源）今天下午，记者从梅河口第三届

啤酒节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以“梅河口，

开启欢动时刻！”为主题的2020梅河口

第三届啤酒节将于7月25日至8月15

日在山水广场拉开帷幕。作为啤酒节

的预热项目，首届梅河口魅力梅城“幻

光游园会”嘉年华活动也于今晚启动。

承载历史记忆，集聚品牌力量。据

了解，具有浓厚啤酒文化底蕴的梅河口

自2018年开始，已成功举办了两届啤酒

节。本届啤酒节主要分布为山水广场

主会场区、啤酒大棚区、星光大道嘉年

华娱乐区、创意市集区四大区域。在内

容形式上赋予全业态内涵，以啤酒消费

为核心，与文化、商贸、美食、娱乐、旅

游、运动、休闲等要素互动融合，全面升

级啤酒节活动内容，以活动为载体，融

入历史展演、创意文化、国际合作、形象

宣传等时尚元素，打造梅河口啤酒节的

品牌标签。

今年啤酒节除保留特色美食、啤酒

文化、精彩演艺等传统板块之外，特别

在开闭幕式、场地布置、日常活动、特

色赛事、电音之夜等多个方面进行了

提升与创新。届时，啤酒节开闭幕式

上将众星云集，原创主题曲《嗨！大美

梅城》将首次亮相。每天傍晚，震撼灯

光秀轮番上演，梅河口迷人夜色将全

新炫彩呈现。啤酒节组委会还特别设

计了全民参与夺万元大奖的啤酒争霸

赛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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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气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一级巡视员孙力同

志，因病于2020年7月11日20时在吉林长春逝世，享年

61岁。

孙力同志是吉林长春人，汉族，1982年8月参加革命

工作，2002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享受国务院政府特

殊津贴专家、吉林省政府突出贡献专家、吉林省拔尖创新

人才、吉林省劳动模范。

历任吉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吉林省气

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长春市气象局党组书记、局长，吉

林省气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巡视员，吉林省气象局党组

成员、副局长、一级巡视员等职。吉林省气象学会第十一

届理事会理事长。

孙力同志逝世

本报讯（郭柬松）眼下正值企业生产复工复产旺季，为了

保障松原市宁江区企业安全可靠用电，宁江区供电中心组织

共产党员服务队，定期走访辖区内的大型商企，主动了解商

企客户的复工复产情况和用电需求，为客户耐心详细讲解用

电政策，做企业复工复产用电生产的“好医生”，努力为各个

企业提出优化用电、节能用电以及降本增效等方面的合理化

建议。

7月13日，在松原市宁江区龙源商厦内，商厦负责人对供

电中心工作人员的走访服务表示感谢，为供电中心的优质服

务以及供电质量点赞。下一步，宁江区供电中心仍将群策群

力积极打造各种创新服务措施，对宁江区企业扩大规模、生

产扩能的用电需求，做到主动出击、一对一跟踪、无缝衔接，

做好负荷优化。

松原供电公司宁江区供电中心：

全力保障企业用电

本报7月15日讯（记者裴雨虹 实习生祁兰）今晚，“大美

吉林，文化消夏”广场文化活动在全省同步启动。启动仪式

文艺演出主会场在长春博物馆东门前举行，10余个节目轮番

上演，为广大市民献上了一场精彩演出。

参与演出的演员和团体来自全省各地，14个原创节目充

分体现了我省的文化特色、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独唱《我

在吉林等你来》、诗朗诵《假如我是画家》、歌伴舞《魅力吉

林》、舞蹈《长白鼓情》、伽倻琴弹唱等以宣传吉林、展示吉林

为主题的文艺作品，让观众感受到吉林的景美、人美、情美。

省文化馆文艺部主任赵艳文介绍说：“广场文化活动一直是

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最近，我们组织了各类线上活动，以

满足群众的文化需求。接下来，我们将线上线下结合，为广

大市民带来不同形式的体验。”

此次活动由省文化和旅游厅、长春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

游局主办，省文化馆、长春市群众艺术馆、长春市朝鲜族群众

艺术馆联合承办。

全省广场文化活动启动

本报7月15日讯（记者李晓静 景洋）由科技部火炬中心

与省科技厅、省人社厅、省财政厅、省税务局联合开展的高新

技术企业应届毕业生招聘行动（吉林）活动，今天在长春拉开

帷幕。

此次招聘活动有面广、灵活、担当3个亮点，通过深度挖

掘高新技术企业的招聘需求，面向应届毕业生推介有针对性

的工作岗位，促进高校大学生高质量就业。

活动涵盖电子信息、生物与新医药、航空航天、新材料、高

技术服务、新能源与节能、资源与环境、先进制造与自动化等

八大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覆盖理工、医药、文史、经

济、管理等多个门类学科，面向省内大中专、本硕博各个学历

层次应届毕业生。

据悉，全省共有134家高新技术企业参与此次招聘活动，

共提供493个就业岗位，计划招聘1500余人。

高新技术企业应届毕业生招聘行动（吉林）开幕

本报讯（记者王丹）日前，一汽丰田正式发布了2021款卡

罗拉。2021款卡罗拉应用全新智能科技，为用户创造更为智

趣畅享的出行体验。同时，2021款卡罗拉燃油版及双擎版车

型的各级别、价格均与2019款相同，加配不加价。

当前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不断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

面，汽车无疑也面临一场史无前例的用户体验变革，2021款

卡罗拉应用全新智能科技实现了人工智能、娱乐功能、智能

导航和多功能大屏等四大升级。

一汽丰田秉承“用户第一”的经营理念，以极致品质为用

户出行保驾护航，以全面领先科技创造全新智能出行体验。

2021款卡罗拉满足了当下用户对智能出行的要求，整车的性

价比也进一步得到提升，配置水准完全可媲美B级车，将再次

稳固了紧凑级车标杆地位。诞生53年来，卡罗拉赢得4800

万用户信赖，是当之无愧的全球家用轿车销量冠军。

2021款卡罗拉正式上市

自开展“美丽庭院、干净人家”创建活动以来，集安市妇联采取示范户带动普通户、帮助困难户的方式，引导广大妇女积

极参与到美化乡村的活动中来，最大限度地激发妇女内生动力和创造能力，为实现新时代乡村振兴贡献巾帼力量。图为工

作人员向太王镇钱湾村的示范户赠送鲜花。 江岩 摄

本报7月15日讯(记者张政 张宽)今晚，2019-2020赛季

CBA复赛第二阶段比赛继续在青岛进行，吉林东北虎队迎战

辽宁队。双方激战四节后，最终东北虎队以118比125不敌

对手。

比赛开始，辽宁队率先抓住机会向东北虎队发难，辽宁

队球员手感火热，并在开场打出一波强势快攻。随着比赛进

行，东北虎队球员姜宇星场上状态有所复苏，虎将们在稳扎

稳打的同时并努力追赶比分。半场结束，东北虎队以56比70

暂时落后。易边再战，占据优势的辽宁队发起冲锋，在攻防

两端均压制东北虎队。末节时刻，虎将们不断尝试反击，努

力将比分拉近。最终，东北虎队以7分之差落败。下一轮比

赛将于7月17日进行，东北虎队将迎战南京同曦队。

“东北德比”之战

吉林东北虎队不敌辽宁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