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统一刊号CN22-0001 国外发行刊号D776 邮发代号：11-1

总第26682期 今日8版
2020年8月5日 星期三 农历庚子年六月十六 六月十八立秋

彩练客户端 官方微信

中共吉林省委主管主办 吉林日报社出版

本版编辑 陈庆松 王淳红

本报8月4日讯（记者缪友银）今天，省委书记

巴音朝鲁，省委副书记、省长景俊海在长春会见了

来我省洽谈项目合作的国家电网有限公司董事

长、党组书记毛伟明一行，并共同出席有关项目签

约仪式。

巴音朝鲁对毛伟明一行表示欢迎，感谢国家

电网公司长期以来对吉林振兴发展的关心支持。

在简要介绍我省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有关情况后，巴音朝鲁说，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吉

林视察指导工作，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

为新时代吉林振兴确定了科学战略定位、赋予了

新的时代内涵。当前，全省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新

发展理念，加快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吉林的高

质量发展离不开安全可靠的电力能源供应保障，

希望双方牢牢抓住吉林振兴发展新一轮机遇，持

续深化在吉电南送特高压通道、主干电网、配电网

以及农网建设等方面务实合作，发挥各自优势，实

现互利共赢。

毛伟明感谢吉林省委、省政府一直以来的关

心支持，对吉林省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取得的成绩表示赞赏。他说，吉林省清洁电力资

源丰富，产业基础雄厚，发展潜力巨大，国家电网

公司将积极谋划、大力推进与吉林省战略合作，为

吉林振兴发展提供更加坚强有力支撑。

签约仪式上，有关方面代表分别签署了《吉林

省人民政府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加快能源互联网

建设打造吉林振兴发展新引擎合作框架协议》《吉

林省人民政府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中国第一汽车

集团有限公司打造“绿能充换电”新业态助推新能

源汽车产业发展合作框架协议》。

吴靖平、胡家福、王凯、李伟、张志军、邱现东、

王志厚参加会见。

持续深化能源领域合作 加快推进吉林全面振兴
巴音朝鲁景俊海会见毛伟明一行

新冠肺炎疫情“大考”下，我省贯彻落实

省委、省政府关于工业稳增长的部署，全面开

展工业攻坚行动，深入落实稳定经济运行60

条政策措施，全力推动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上半年，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3%。

重点产业拉动强劲、重点企业稳定运行、

多数地区工业经济呈现回升势头……细观全

省工业经济数据，正在呈现稳中向好态势。6

月份，长春、辽源市增加值累计由负转正，其

中长春市增长5.7%。6月份，环比增速有较

大提升的地区达到5个。各产业景气度全面

回暖，食品、冶金、建材、纺织、电子信息产业

增加值增速均实现正增长。

重点产业发挥强劲拉动作用

“在疫情对产业链复杂多变的影响下，保

障重点企业稳定运行，给全省工业经济带来了

重要信心。”省工信厅运行监测协调办公室副

主任王瑞平表示，上半年全省50户直调企业同

比增长3.1%，其中6月份增长32.6%；500户调

度企业同比增长 3.5%，其中 6 月份增长

33.4%。一汽集团保持快速增长，累计完成产

值2387.3亿元，同比增长11.2%，其中6月份产

销量同比分别增长50.7%和29.2%，完成产值

同比增长55.3%。吉林烟草、鑫达钢铁、梅花氨

基酸产值同比分别增长12.8%、76.7%、76%。

作为工业经济支柱的汽车产业，在关键

时刻起到了强劲拉动作用。汽车行业整体受

疫情影响下，中国一汽产销量逆势上扬。上

半年共计生产整车162.2279万辆，同比增长

1.5%，销售整车 163.0923 万辆，同比增长

2.3%。在这一势头影响下，上半年全省汽车

产业实现增加值同比增长9.2%，上拉工业经

济增速4.1个百分点；6月份，中国一汽省属

汽车产量增长50.7%，全国占有率同比提升

2.9个百分点。

汽车产业逆势增长背后，是我省高位谋

划、全力支持。近年来，我省成立支持一汽改

革发展联合工作组，制定了《吉林省支持中国

一汽改革发展的意见》，推动长春等六市政府

与一汽集团集中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支持一

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与四平市共建一汽解放

四平专用车委托改装合作基地、与白城市政

府开展氢能产业战略合作。以建设长春国际

汽车城为契机，支持一汽数字化转型升级，推

动一汽实现配套回归、产能回归、排产回归、

结算回归。借助省市项目中心、厅局长“直通

车”、开辟绿色通道、实行手续办理“最多跑一

次”等举措，完善项目服务，推动项目落地。

投资26亿元的新能源与智能网联创新试验

基地项目、投资78亿元的红旗新能源工厂项

目、解放J7智能生产线、一汽奔腾蔚山基地

扩能等项目正在加快推进。

面对疫情影响，我省不断加强重点企业

精准调度、精准调控、精准服务，与一汽、吉

化、长客等重点企业逐一对接，确保大型企业

加快产能释放，加快推动困难企业产能恢复，

“一企一策”研究稳增长措施，强化政策精准

供给，帮助企业解决难题，最大限度控制工业

减量因素。多措并举之下，上半年，50户重

点监测企业完成产值同比增长2.2%。

工业效益好转促进产业回暖

从数据来看，全省多数地区工业经济呈

现回升势头，产业处于全面回暖，1至6月，全

省规上企业营业收入6559.1亿元，同比增长

2%，比一季度收窄16.9个点；实现利润总额

319亿元，同比下降24.5%，利润降幅比一季度

收窄35.7个百分点。这代表着受疫情影响的

工业效益总体正在好转。企业利润增加，就

更能稳住发展脚步，也就有了增长后劲。

在疫情影响和复杂国际形势中，着重自

主创新的我省高新科技产业更容易顶住冲

击、积蓄动能。

“尽管全球疫情影响比较严重，但我们一

直在向海外市场发货，从未间断。上半年销

售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长30%，外贸业务量已

超过去年全年。”长春希达电子总经理王瑞光

表示，业绩能够在特殊时期获得如此程度的

提升，核心原因还是企业的产品和技术为国

际国内市场所认可。

目前，希达电子拥有全球最大的倒装COB

高密度LED显示屏生产线。在企业展示的LED

产品中，一块标示着“4K HDR”字样的显示屏格

外显眼，色彩艳丽、画面精细。这块屏幕拥有

多项自主技术，是企业的重量级产品，并在疫

情期间仍顺利完成量产化工作。（下转第三版）

回暖势头映照发展潜力
——透视我省上半年工业经济运行情况

本报记者 华泰来

坚定信心 抢抓机遇
经济新观察经济新观察

磐石市大力推
动“龙头企业+金
融+贫困村”等联
动模式，通过企业
用工、收益分红等
形式，实现了贫困
户全面增收的产业
覆盖。图为众合食
品有限公司的生产
车间内，工人正在
进行包装作业。
本报记者 丁研 摄

“我十分关心粮食生产和安全。”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吉林时首先来到素有“黄金玉米
带”和“大豆之乡”美誉的松辽平原，深入我省
农村察看农作物长势，了解粮食生产等情况，
强调“吉林要把保障粮食安全放在突出位置，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加快转变农业发展
方式，在探索现代农业发展道路上创造更多

经验。”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为我们扎
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肩
负起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重大政治责任，指
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洪范八政，食为政首。”习近平总书记始
终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
在自己手上”，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巨大冲

击，时刻把百姓“米袋子”问题放在心上，多次
就粮食生产、保供稳价等作出重要指示和部
署，充分体现了真挚深厚的人民情怀和高瞻

远瞩的战略眼光。
近年来，我省始终立足农业大省、粮食大

省的省情实际，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要指示精神，全面提高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全
省粮食总产量连续7年稳定在700亿斤以上，
人均粮食占有量、商品率、调出量及玉米出口
量多年保持全国首位，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作出了吉林贡献。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我省视察
时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肩负起维
护国家粮食安全的重大政治责任，贵在
落实。 （下转第八版）

肩负起维护国家粮食安全重大政治责任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本报评论员

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是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时指出，“要加快

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

商环境。”

殷殷嘱托，牢记心间。我省广大干部群

众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视察吉林重

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把总书记的殷切期望

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让人民群众办

事更方便，让市场主体更活跃，让发展动能更

强劲，让振兴活力更澎湃，让营商环境建设脚

步向着更深更广领域挺进。

近年来，我省全方位推动“放管服”改革，促

进体制机制创新，让服务零距离、服务更高效。

“优化营商环境没有休止符，需要我们持

之以恒、久久为功，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

务实的举措，打造营商环境新高地，厚植高质

量发展的沃土。”省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建设管

理局局长宋刚认为，在信息化快速发展的时

代背景下，“放管服”改革不能仅仅满足于下

放多少权力，其要义在于利用现代化手段，让

政务服务与社会“零距离”，让企业和群众办

事“零成本”“零干预”，推动政府职能向“服

务”转变。

宋刚表示，下一步，将坚决按照总书记视

察吉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聚焦高频事

项和企业群众关注度高、体验感强的事项，采

取流程优化、数字化改造、数据共享共用等方

式，用信息化手段推进刀刃向内的改革，推动

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向纵深发展，加快实现

从“网上可办”向“全程网办”转变，用政务服

务能力的提升、效率的变革、动力的变革，助

力经济发展质量变革。

“总书记到吉林视察，为培育市场化法治

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确立了目标、指明了方向、

提供了遵循。”省市场监管厅副厅长王淑英

说，省市场监管厅将以优化营商环境为总引

擎，以“6+1体系”为支撑点，（下转第八版）

总书记视察吉林时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令我省广大干部群众
倍感振奋，大家纷纷表示，要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厚 植 高 质 量 发 展 沃 土
本报记者 王子阳 李抑嫱 刘巍 王超 徐慕旗

本报讯（记者孙红丽）总投资

200 亿元的长春国际影都项目，已

完成项目用地围挡、场地平整、施

工暂设等施工建设，“金胶卷”展示

中心已于6月 27日对外开放；总投

资 11亿元的长春经开光电信息产

业园项目，正进行主体结构部分施

工；吴太集团医药产业园二期项目

已完成项目前期手续办理，正进行

桩基础工程施工……年初以来，面

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和前

所未有的经济下行压力的严峻考

验，长春市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

导下，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在项目建设战场上发扬

拼搏进取精神，牢牢扭住“牛鼻

子”，奋力跑出“加速度”，以一个

个高质量项目落地支撑高质量发

展。

今年 1 至 6 月份，全市固定资

产投资增长4.5%，创18个月以来新

高，居东北四市前列。全年计划建

设5000万元以上项目1300个，截至

目前开复工1108个，开复工率达到

85.2%，同比提高3个百分点。长春

举全市之力推进项目建设工作，做

好“五个围绕”，实现“三个提升”，

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

务，着力下好“促投资、抓项目”的

先手棋。

围绕“专班”推进度。长春在全

市范围内创新性开展“专班抓项目”

工作，专门、专业、专队推动项目加

快建设，市级领导深入项目一线，着

力破解制约项目建设难题，共包保

服务重点项目227个、帮助项目单

位解决难题129个，进一步加快项

目建设进程。

围绕“审批”优环境，简化审批流

程，9类工程建设项目从立项到竣工

验收，审批时限承诺最短15个工作

日、最长50个工作日。

围绕“土地”促开工，成立重大项

目征拆专班，让“地等项目”，不让“项

目等地”，上半年，全市工业用地出让

面积767.6公顷，同比增长2.6倍。

围绕“入库”强服务，针对已开工

项目，开展“三看一促”活动，建立“随报随审”机制、强化入库

业务指导，1至6月全市累计入库5000万元以上项目359个，

同比增加190个，是去年同期的2.1倍。

围绕“政策”抓争取，抢抓国家政策密集出台“窗口期”，推

进专项债券项目谋划及申报工作，编制申报指南，细化投向及

要求，成立服务专班，提供对口指导和服务。截至目前，全市

共发行专项债券项目77个，发行资金150.88亿元，占全省比

重40.02%。

主动作为，优化服务，使全市项目建设呈现高标准、高质

量发展局面。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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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发出通知，印发

《关于加强乡镇（街道）、村（社区）应急管理体系、能力建设的

实施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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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长
春）国际合作示范区，梅河口市委和人民政府，省委各部、委，
省政府各厅、委和各直属机构，各人民团体：

《关于加强乡镇（街道）、村（社区）应急管理体系、能力建

设的实施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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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日

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实施意见》

加强乡镇（街道）、村（社区）
应急管理体系、能力建设

（《关于加强乡镇（街道）、村（社区）应急管理体
系、能力建设的实施意见》全文见第八版）

“三抓”“三早”在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