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孙寰宇）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工业经

济联合会公布了第五批全国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和单项冠

军产品及通过复核的第二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产品）名

单，中车长客股份有限公司在“电力动车组（含高铁）”“城市

轨道车辆”产品领域被评为“国家第五批制造业单项冠军示

范企业”。

全国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是长期专注于制造业某些特

定细分产品市场，生产技术或工艺国际领先，单项产品市场

占有率位居全球前三名的企业。工信部实施制造业单项冠

军企业培育提升专项行动，开展示范评选，旨在引导企业树

立“十年磨一剑”的精神，长期专注于企业擅长的领域，走“专

特优精”发展道路，促进制造业迈向中高端。该项评选始于

2016年，每年评选一次。

中车长客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轨道交通客运装备制造

业唯一获此殊荣的企业，是中车旗下继中车齐齐哈尔车辆有

限公司（铁路货车）、中车戚墅堰机车车辆工艺研究所有限公

司（齿轮箱）之后第三家获得该荣誉的企业。

另据了解，在第六届中国制造业价值创造500强论坛暨

5G+工业互联网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峰会上，中车长客股

份有限公司被授予“长春产业链协同基地合作单位”等多项

荣誉称号。

国家第五批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名单公布

中车长客获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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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6日电 近日，中共

中央印发了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地方

组织选举工作条例》（《条例》全文见第
十一版），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

门认真遵照执行。

通知指出，《条例》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党章

为根本遵循，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

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

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

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是新时代党的地方

组织选举工作的基本遵循。《条例》的修

订和实施，对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

导，健全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的组织制

度，规范党的地方组织选举，加强党的

地方组织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

导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通知要求，各级党委要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加强对《条例》实施

的组织领导。要抓好宣传解读和学习培

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认

真学习《条例》，增强贯彻落实《条例》的

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党员领

导干部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要带头学

习，带头研究，带头执行。中央组织部要

会同有关部门加强督促指导，确保《条

例》各项规定得到有效贯彻落实。各地

区各部门在执行《条例》中的重要情况和

建议，要及时报告党中央。

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选举工作条例》

本报1月6日讯（记者黄鹭）1月5日至6

日，省委书记景俊海，省委副书记、代省长韩

俊一起率领吉林省党政代表团在广东省广

州市、东莞市进行学习考察，出席广东省知

名企业家座谈会，会见中国南方航空集团董

事长、党组书记马须伦一行，并到华为终端

总部、恒大集团实地调研、对接项目、洽谈合

作。广东省委副书记、省长马兴瑞参加有关

活动。

在广东省知名企业家座谈会上，有关方

面签署41个项目合作协议。广州医药集团

董事长李楚源、立白集团董事长陈凯旋等8

位企业家代表发言，表达了对吉林的热切关

注和强烈合作愿望。景俊海指出，广东是改

革开放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拥有企业家

成长的深厚土壤和广阔空间。广大粤商敢

为人先、开拓进取，为全国企业家树立了标

杆和榜样。随着吉粤两省合作持续深化，越

来越多广东企业家在吉林投资合作、建设项

目，为吉林振兴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习近

平总书记始终关心厚爱吉林，五年三次到吉

林视察，赋予我们“新担当、新突破、新作为”

的重大职责使命。在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

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全省上下

奋力拼搏、克难攻坚，保持了经济发展稳中

向好态势。当前，我们正在以“一主、六双”

构建产业空间布局，以“五个合作”聚集国内

外发展力量，突出打造一批现代产业集群。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吉林、走进吉林、投资吉

林，与我们一路同行、一路分享、一路共赢。

我们一定坚持以企业为合作主体、以项目为

合作关键、以企业家为合作核心，进一步深

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大开发力度，为大家创

业发展提供良好环境和周到服务，让吉林成

为投资热土、发展高地。

在会见马须伦一行时，景俊海说，南航

集团是唯一在吉林省建立基地的航空公司，

长期与吉林保持着紧密合作关系。希望进

一步深化与吉林合作，加快机场改造等项目

建设，加大运力投放力度，引入更多大型客

机，增加直航航线航班，助力吉林高质量交

通强省建设。马须伦表示，一定优化线路航

班计划，推出更多直航快线，更好满足群众

出行需求和吉林振兴发展需要。

代表团一行来到位于东莞市的松山湖

华为终端总部，实地察看项目建设运营、技

术创新研发等情况，与华为公司轮值董事长

徐直军现场研究推进数字化转型等有关合

作事宜。景俊海、韩俊一起与恒大集团董事

局主席许家印会谈，洽谈对接文旅康养、农

产品和食品深加工、现代新型汽车制造等领

域合作，就加快重大合作项目建设达成共

识。

广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林克庆，省政

府秘书长叶牛平；吉林省领导胡家福、王凯、

李伟，省政府秘书长王志厚参加有关活动。

景俊海韩俊一起率领吉林省党政代表团到广东学习考察

推动企业合作共赢 打造投资兴业热土
确保吉粤多层次高质量合作结出更多硕果

马兴瑞参加有关活动

珲春市创新实施
在职党员进社区活动
形式，开展了“党爱小
饭桌”互动帮扶活动，
组 织 党 员 志 愿 者 下
社区、进楼院，把党的
关怀通过热乎乎的饭
菜“传递”给辖区孤寡
老人。图为靖和街道
龙泉社区的志愿者在
与辖区老人一起洗菜
做饭。
李正变 于晶萍 摄

数九隆冬，天寒地冻。然而，在辽源市

企业生产车间、项目工地上呈现的却是如火

如荼的建设场景，一幕幕不畏严寒昼夜施工

的画卷徐徐展开，奏响了催人奋进的冬日施

工交响曲。

走进辽源市中医院中医大厦改扩建项

目施工现场，让人眼前一亮，14层高楼屹立

眼前，工人们正忙着进行采暖和通风施工。

随行的项目专业工程师王大东介绍说，自去

年4月份开工以来，工人们每天加班加点抢

工期、赶进度，目前土建部分基本完成，新楼

窗框、玻璃安装完毕，直燃机、柴油发电机设

备已进场。

项目顺利推进，为全市经济发展蓄能增势。

近两年，辽源市牢牢牵住项目建设“牛

鼻子”，把项目建设作为稳投资、增动能的重

中之重，立足构建完善“2115555”产业布局，

坚持规模扩张与结构优化相结合，挖掘存量

与提升增量相贯通，多元投入与持续产出相

配套，有效投资与防范风险相衔接，着力补

短板、强弱项、促升级，最大限度释放项目建

设潜力、动力和后劲。2019年、2020年两年

累计实施500万元以上项目658个，完成实

物工程量投资330多亿元。

2020年以来，辽源市项目建设普遍进入

高效实施阶段，据统计，1至11月份，辽源市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11.7%，高于全省平均水

平3.3个百分点，列全省第一位。累计推动

327个500万元以上项目开复工建设，预计全

年完成实物工程量投资178.7亿元，其中：纳

入省调度系统的200个项目完成投资123.7

亿元，51个“三早”项目完成投资60.18亿

元。诚鼎精密汽车模具铸件智能制造等15

个产业类项目建成投产；启星铝业轨道客车

大型铝合金型材及汽车轻量化零部件、双天

现代农业产业园等66个工业项目快速实施；

东丰国际梅花鹿产业创投园（一期）、龙山工

业开发区创业服务中心孵化器等19个平台

类项目进展顺利；红星美凯龙家居、诺丁山

文化创意产业园等33个服务业项目逐步释

放潜力；老旧小区改造配套基础设施、辽源

市基础教育实验园区建设（一期）等48个民

生项目有序推进。

近日，走进辽源市开发区吉林启星铝业

有限公司，已经改造完的75MN车间内，生产

线已经进入安装调试阶段。10余名工人忙

前忙后，为今年5月份投入使用做着准备。

2020年初，投资10亿元的新上“高速列

车超大截面铝合金车体材料及汽车轻量化

生产线”项目开工建设。项目分为两期，拟

建4栋厂房，建筑面积5万平方米。拟引进

235MN特种挤压生产线（一期）、75MN挤压生

产线（一期）、汽车产品生产线（二期）、侧墙

生产线（二期）各1条。目前一期项目75MN

生产线已进入安装调试阶段，预计今年5月

投入使用；235MN生产线预计于2022年3月

调试完成。 （下转第三版）

奏 响 冬 日 施 工 交 响 曲
——辽源市推进冬季项目建设纪实

本报记者 隋二龙 赵蓓蓓 庞智源

本报1月6日讯（记者万双）今天，“吉林

省2021年就业援助月启动仪式暨就业援助

直通车进社区”在长春市举行，标志着一年

一度的就业援助月正式拉开序幕。

本次活动由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省残疾人联合会主办，省就业服务局、省残

疾人就业服务指导中心承办。

活动现场，共有16家企业代表带着精

心筛选的 304个就业岗位，走进社区为就

业困难人员精准送岗，现场达成就业意向

216人。线上，有460余家企业参与网络招

聘，提供岗位信息 8300余个，咨询人数达

6982人次。短视频直播平台，观看人数达

2.1万人，获赞达7.3万。活动现场设置了

就业政策咨询、创业贷款服务、培训项目推

介、达成意向签约等区域，真正将岗位、政

策、技能、服务、温暖送到就业困难人员家

门口。

就业援助月以“就业帮扶 真情相助”为

主题，将持续开展至1月底。活动期间，各级

人社部门将继续以提供精细化、人性化的公

共就业服务为出发点落脚点，聚焦零就业家

庭、残疾登记失业人员等就业困难群体，主

动对接，精准帮扶。对就业意愿不足的，开

展1次政策宣讲、1次职业指导，引导其树立

正确择业观；对技能不足的，提供1个培训项

目；对有就业需求的，至少提供3个岗位信

息；对符合条件的，及时落实各项就业补贴

政策等。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我省高度

重视就业问题，已连续17年在全省组织开展

就业援助月活动，活动成效明显，已经成为

深入人心的公共就业服务品牌项目。

我省启动2021年就业援助月活动

本报讯（记 者 张 力 军）2020

年，我省实现了设施园艺产业集

群化发展，食用菌产业快速发展，

人参产业加快振兴。园艺特产总

产 值 达 145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5.9%。

设施园艺产业集群化发展。

全省蔬菜类种植规模达到 330 万

亩，产量 1250万吨，产值达到 245

亿元，蔬菜供给能力和生产效益

大幅提升。按照“九区五线一中

心”区域布局，围绕长春、吉林、四

平等城市周边建设城郊型蔬菜种

植基地，沿省境内 5 条重要公路

铁路沿线建设五大棚膜蔬菜产业

带，以长春为核心建设蔬菜产销

集散中心，着力打造北方蔬菜产

业基地。2020 年初，为积极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省政府出台

扩大设施蔬菜生产扶持政策，全

省共有2069栋闲置温室提前恢复

生产，蔬菜播种面积达到 8.5 万

亩，同比增长 7%，有力保障了蔬

菜生产供给，在此基础上，重点扶

持标准化规模园区建设，实施梯

次补助政策，新建各类棚室 2 万

亩，到年底设施园艺棚室面积达

到 69.2 万亩，其中标准温室 9.4

万亩、标准大棚 38.5 万亩、简易

棚室 21.3 万亩，累计建设规模园

区660个。

食用菌产业快速发展。全省食

用菌产业总体呈带状分布，重点以

中部半山区、东部山区为主。2020

年，全省食用菌发展到30亿袋，产

量达到129万吨，产值达到111亿

元。其中，黑木耳27.4亿袋，产量

116万吨，产值103亿元，分别占全

省食用菌总量的 91.3%、89.9%、

92.8%，种植规模位列全国第二位。

依托特色资源优势，合理规划布局，

推进适宜区产业带建设，重点发展

黑木耳、香菇、滑菇、平菇、金针菇等

菌类，加快建设北方食用菌产业基

地。2018年“吉林长白山黑木耳”“吉林长白山灵芝”“吉林长

白山香菇”等通过农业农村部地理标志农产品登记，实施“吉林

长白山黑木耳”区域公用品牌建设，认定黑木耳绿色生产基地

16个。

人参产业加快振兴。大力实施人参产业振兴工程，强

化政策扶持，规范标准化种植管理，推进人参精深加工和品

牌建设，促进人参产业全产业链开发和转型升级，人参生

产、加工、销售和品牌建设处于国内先进水平。全省人参种

植规模134.4万亩，产值突破600亿元。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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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部门出台《意见》

加强退役军人司法救助工作

寒潮来了怎么办 专家支御寒“绝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