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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百城千县万村调研行”

坚定信心 抢抓机遇
经济新观察经济新观察

新华社北京10月31日电 11月1日出

版的第21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

要文章《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

重大问题》。

文章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这次疫情既是一次危机，也是一次大考。

我们要举一反三，进行更有长远性的思考，完

善战略布局，做到化危为机，实现高质量发展。

文章指出，要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

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使生产、

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更多依托国内市场

实现良性循环，国内循环越顺畅，越有利于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

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文章指出，要优化和稳定产业链、供应

链。产业链、供应链在关键时刻不能掉链

子，这是大国经济必须具备的重要特征。要

拉长长板，补齐短板，在关系国家安全的领

域和节点构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国内生

产供应体系。

文章指出，要完善城市化战略，把人民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作为城市发展的基础

目标，更好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使城

市更健康、更安全、更宜居。

文章指出，科技发展要坚持问题导向、

目标导向，调整优化科技投入和产出结构，

创新科技成果转化机制。要深化对人与自

然生命共同体的规律性认识，站在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高度来谋划经济社会发展。要

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从顶层设计上提高

公共卫生体系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

本报10月31日讯（姜新 记者王瑞）今
天上午，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

传达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金振吉主持会

议并讲话。

金振吉强调，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是我

们党在即将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胜

利、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的关键节点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

要深刻认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重要意义，

把思想认识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进一步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要深刻领会和准确把握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精神实质，深刻学习把握“十四五”

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及实现途径。

金振吉要求，要从履行好人大职能出

发，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

神。要把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

神作为省人大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一项重

要政治任务，迅速掀起学习贯彻热潮。要围

绕“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加强科

技创新、农业现代化、战略性新兴产业建设

等重点领域立法。要围绕“十四五”规划的

制定实施做好监督工作，加强在构建新发展

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农业基础地位、

促进科技进步和创新驱动、保护黑土地等方

面开展监督。要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在“十四

五”规划制定实施中的作用，推动“十四五”

规划实施。要统筹做好人大各项工作，认真

筹备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保证明年工作

开好局起好步。

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王绍俭、张焕

秋、贺东平、彭永林，党组成员、秘书长常晓

春出席会议。副主任车秀兰列席会议。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

传达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本报讯（记者李抑嫱 刘巍 董鹏宇 王
超）10月29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胜利闭

幕。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

汇点上，全会擘画发展蓝图、规划实践路径、

作出战略部署。我省广大干部群众第一时

间学习领会全会精神，一致表示，“十三五”

时期我国发展的辉煌成就令人鼓舞，“十四

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令人振奋，要切

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聚焦

新目标、新任务、新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展现新气象、新担

当、新作为。

“全会主题鲜明、目标清晰、部署具体，

为我们明确了前进方向，提振了谋事创业的

信心，令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倍增干劲。”

省直机关工委宣传部干部单首众表示，要深

刻认识和把握全会的重大意义、精神实质和

丰富内涵，坚决把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到实际

工作中去，以强烈的使命意识和责任担当，

为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

利不懈奋斗。

“全会提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作为全省公安机关生态环

境犯罪侦查部门的一名民警，我深感责任

重大，更觉使命光荣。”省公安厅生态环境

犯罪侦查总队三级警长都业辉表示，在今

后的工作中，要继续以深入推进河湖警长

制为抓手，强化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努力推

动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同时，持续加大破

坏生态环境违法犯罪活动打击力度，为实

现人民群众对优美环境的向往、建设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全会提出了2035年远景目标，其中‘基

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

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

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

让我倍感振奋。”省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四级

高级检察官李方说，作为新时代的检察人，

要不断提升自身素质和能力，努力提供更优

质高效的检察服务和产品，满足人民在公

平、正义等方面日益增长的要求，立足刑事

检察、民事检察、行政检察、公益诉讼检察

“四大检察”职能，为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贡

献自己的力量。

“全会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的

指导方针、目标任务、战略举措，具有重大而

深远的意义。”团省委维护青少年权益部副

部长裴高飞表示，作为一名共青团干部，将

扎实学习宣传贯彻全会精神，推动青年发展

与我省“十四五”规划相结合，全面做好青年

发展服务工作。要在青年思想道德、青年教

育、青年就业创业等领域下功夫、花力气，推

动出台青年发展政策、完善青年服务项目，

不断增强我省青年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妇联作为党领导下的群团组织，深入

学习贯彻全会精神的关键在于服务中心、

服务妇女、服务基层，推进妇女工作与经济

社会同步发展。”延边州妇联主席韩丽莲

说，要以全会精神为引领，把全会的部署落

实到具体工作当中，在切实改进工作作风

上下功夫，在破除改革难点上下功夫，在为

妇女群众提供精准服务上下功夫，引导妇

女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全力推动

妇女儿童工作融入完善共建共享社会治理

制度当中，把妇联组织建设得更加充满活

力、更加坚强有力。

肩负使命担当 凝聚奋进力量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我省干部群众中引发强烈反响

本报讯（记者张力军）记者从省

农业农村厅获悉，今年三季度，受主

要畜禽生产形势较好和农牧产品价

格较高等正向拉动，一产增加值实

现由负转正，同比增长1.8%。

粮食生产总体形势较好。目

前，粮食作物收获进入后期，预计全

年粮食产量为平年偏丰年景。9月

份连续遭受3次台风袭击，但由于粮

食作物基本接近成熟，加之前期保

苗率和长势较好，粮食播种面积比

上年增加50万亩左右，总体影响有

限。10月1日以来，全省集中力量抓

秋收，优先抢收倒伏玉米，据10月27

日农情调度，全省秋粮已收97.4%。

其中水稻已收 99.5% ，玉米已收

96.9%，大豆收获已完成。

主要畜禽生产形势全面向好。

生猪生产恢复势头较好，提前超额

完成国家下达生猪存栏任务。畜禽

养殖效益持续向好。下一步主要工

作是落实好生猪生产扶持政策，探

索开展活体抵押贷款试点，加快出

栏补栏，持续推进稳产保供。实施

“秸秆变肉”工程，重点打造千万头

肉牛项目，大力发展牛羊鹿等节粮

食草型畜牧业。强化非洲猪瘟防控

和畜牧业生产指导服务，稳定畜禽

产能安全。

园艺特产业和渔业持续发展。

秋菜大量上市，价格较好，预计园艺

特产业产量1217万吨，增长1.5%。

强化设施园艺扶持政策引导，新建

棚室6700亩。渔业实现产值增长

3.1%。水产品产量增长2.4%。农业

部门将组织专家团深入一线指导服

务，抓好秋菜、食用菌、人参等高效

作物收储和流通。利用各类展会和

农村电商网站，大力宣传推介我省

农特产品，搞好产销衔接，促进农特

产品销售顺畅。落实好设施园艺扶

持政策，鼓励工商资本投资建设规

模化园区，组织各地抢工期抢进度，

加快秋季棚室建设。（下转第二版）

我省三季度一产增加值由负转正

从空中俯瞰，秋日的洮儿河两岸，一幅丰收的美好画卷。

在洮南市福顺镇的乡村公路上，运载着粮食的卡车一辆接

着一辆。稻田里，收割机从收割到出粒一气呵成，效率极高。

福顺镇中心村平安屯村民谢凤祥说：“我家今年种了四垧

半的水稻，客商直接来村里收购，在地头就变现了。”

正在中心村收购水稻的卢海龙说：“这次我计划收购五六

千吨，今年白城的水稻长势好，产量也很可观，农民收益是非常

理想的。”

依托引嫩入白、大安灌区、洮儿河灌区等有利的水源条件，

白城市今年的水稻种植面积达到了315.7万亩，比去年增加7

万亩。

白城市农业农村局提供的数据表明：今年，白城市粮食产

量再次破百亿斤大关，实现“九连增”。

“有水则兴，无水则荒。”粮食丰收的背后，是白城市持续推

进河湖连通工程，不断改善生态环境的不懈努力。针对从上世

纪90年代起，特别是在1998年之后的几年，白城进入枯水期，

降水量不足、生态脆弱的现实，近年来，白城市委、市政府不断

推进河湖连通工程建设，“激活”了境内的江河泡沼。水至绿

来，水来粮丰，水兴景美，这项工程使白城的经济社会、生态环

境发生了显著而积极的变化。

工程总投资26.54亿元，利用水量预计每年可增加6亿立

方米，增加灌溉面积130万亩，增产粮食10亿斤，改善恢复湿地

1040平方公里，恢复草原、芦苇620万亩，增加水面100万亩，

渔业产量将超过5万吨……

农业生产灌水、城市发展供水、生态涵养蓄水、湿地修复补

水、防洪安全泄水，河湖连通功能覆盖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

方面。

白城市河湖连通工程依托自然河湖水系和已建重大水利

工程，把区域内主要的天然湖泡与现有工程和自然河道进行连

通，将过境的洪水资源和灌溉回归水引到湖泡中存蓄起来，恢

复部分湿地面积，改善生态环境。

2020年初，根据白城市缺水情况，利用河湖连通工程从洮

儿河上游查尔森水库应急调水9000万立方米向向海湿地补

水，恢复改善向海湿地面积70平方公里。同时为多年干涸的

牛心套保国家湿地公园补水8000万立方米，五间房水库补水

2000万立方米。

人们看到，洮南市四海泡、泉眼泡昔日尘土飞扬的景象不

见了；通榆县兴隆、胜利两座中型水库结束了连续12年干涸的

历史；断流了22年的蛟流河重新泛起波浪；向海、莫莫格两大

湿地如诗如画的美景得以再现；牛心套保国家湿地公园里芦花

飞舞……河湖连通工程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不断

凸显。

“全市地下水最高时平均上涨了1.02米，约1.5万眼农田

井得以恢复灌溉能力；增加农田灌溉水量近5.5亿立方米，水

面最大时增加到180万亩，基本恢复到138万亩历史最大养殖

水面，2018年全市渔业产量达到4.6万吨，创历史新高，2019年

渔业产量达到4.7万吨，再次刷新历史纪录。”（下转第二版）

水盈粮丰生态归
——聚焦白城市河湖连通工程

本报记者 戈驰川 张磊 尹雪

近日，位于镇赉县的莫莫格保护区迎来鹤类候鸟停歇高峰期，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鹤、白头鹤总数已达3000余只。近年来，镇赉县通
过实施河湖连通工程，落实县、乡、村三级“河长制”，建立湖长巡查、候鸟栖息管护值班机制，逐步恢复莫莫格保护区湿地面积，保障了迁徙鸟类
安全停歇。 潘晟昱 本报记者 石雷 摄

本报讯（记者王法
权 相文婷）今年以来，

经珲春公路口岸出口

至俄罗斯的国产一汽

解放牌货车车头、一汽

解放牌货车整车、中大

型客车累计150辆，创

历史新高。

据业内人士分析，

我国国产汽车品牌凭

借质优价廉和良好的

信誉口碑，在国际上

的影响力不断增强，

深受俄罗斯用户的喜

爱和信赖，珲春公路

口岸成为面向俄罗斯

的众多中国企业的优

先选择。

今年以来，珲春市

不断加大对口岸基础

设施的建设投入，优化

升级口岸通关环境，加

快内通外联双向建设，

努力打造以口岸振边

兴市的口岸经济发展

模式，现已形成由依赖

单一大宗商品向多品

类高附加值产品转变、

经营者由单一经营向

市场需求转变的口岸

进出口格局。口岸各

联检部门围绕“放宽、

简化、方便、服务”的原

则，先后推出一系列深化通关改革措

施，为车辆从口岸出口搭建信息平台，

开设“绿色通道”，加快验放速度，提供

通关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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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晓静）日前，从苏打盐碱地改良试验田

里传出好消息，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科

研团队研制出的褐煤腐植酸基盐碱地新型有机调理剂“脱

碱3号”，改土增产效果显著。目前该成果已经实现落地转

化，预期未来大规模推广应用将产生重大经济、生态和社会

效益。

通过对苏打盐碱地改良，大安市牛心套保新垦盐碱地

土壤pH由 9.1降低至8.3，水稻产量231.43公斤／亩，而未

改良的对照仅有5.89公斤／亩，相邻熟田三年未改良土壤

水稻产量仅为84.00公斤/亩，复合调理剂改土增产效果显

著。科研团队还对黑龙江省肇源县苏打盐碱地进行了改良

试验，试验结果显示，重度苏打盐碱地改良土壤pH值由9.5

降低至7.4，水稻产量达295.90公斤／亩，是普通盐碱地产

量的3.23倍；而在中度苏打盐碱地上施用后土壤pH降低至

6.9，水稻产量达 490.06 公斤／亩，是普通盐碱地产量的

2.32倍。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研究员、该项

目负责人王志春介绍说，“脱碱3号”复合调理剂针对苏打盐

碱土碱化度高、土壤结构不良和养分有效性低等关键问题，

优化集成天然无污染的褐煤有机物料和复合钙源，通过离

子代换置换出土壤胶体上吸附的钠离子，兼具增加有机质

和营养调节等复合作用，可快速降低土壤碱化度、改善土壤

结构，具有改良土壤、提高产量、安全环保等综合优势，当年

改良当年见效，一次施用，多年持续有效，适合在苏打盐碱

地区推广应用。

据了解，盐碱地改良是世界性难题，极大地限制了农业生

产和植被生长。在我国，东北松嫩平原有苏打盐碱地5000余

万亩，土地盐碱化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直接限制区域经济和社

会发展。“通过对盐碱地的改良，既保护了生态环境，又增加了

粮食产量。同时，还给农民带来一定收入，对盐碱地的开发利

用，从长远看意义重大。”王志春说。

东北地理所传佳讯——

“脱碱3号”改土增产效果显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