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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10日电 近日，中共中

央印发了《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

年）》，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

际认真贯彻落实。

《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

主要内容如下。

法治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治

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

民的不懈追求。法治兴则国兴，法治强则国

强。为统筹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各项工作，制

定本规划。

一、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治道路，奋力建设良法善治的法
治中国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全局和战略高度定位法治、布局法治、厉行法

治，将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集中统一领导，

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

民守法，形成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开创了全面

依法治国新局面，为在新的起点上建设法治

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

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

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全面对外开放

深入推进，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

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需要

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

作用。在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

业、伟大梦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上，必须把全面依法治国摆在全局性、

战略性、基础性、保障性位置，向着全面建成

法治中国不断前进。

（一）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

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

中、五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

想，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

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治道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以解决法治领域突出问题为着力点，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

主义法治国家，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高党依法治国、依

法执政能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

力法治保障。

（二）主要原则

——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牢牢把

握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

证，坚持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

带头守法，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

的领导核心作用，确保法治中国建设的正

确方向。

——坚持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治理论。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系统

总结运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建设的鲜活经验，不断推进理论和实践创

新发展。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法治建设

为了人民、依靠人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努

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

法决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

义，加强人权法治保障，非因法定事由、非经

法定程序不得限制、剥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

织的财产和权利。

——坚持统筹推进。坚持依法治国、依

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

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坚持依法治国

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

党有机统一，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

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聚焦党

中央关注、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和

法治建设薄弱环节，着眼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

强弱项，切实增强法治中国建设的时代性、针

对性、实效性。

——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立足我国基

本国情，统筹考虑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法治建

设总体进程、人民群众需求变化等综合因素，

汲取中华法律文化精华，借鉴国外法治有益

经验，循序渐进、久久为功，确保各项制度设

计行得通、真管用。

（三）总体目标

建设法治中国，应当实现法律规范科学

完备统一，执法司法公正高效权威，权力运行

受到有效制约监督，人民合法权益得到充分

尊重保障，法治信仰普遍确立，法治国家、法

治政府、法治社会全面建成。（下转第三版）

中共中央印发《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

本报讯（记者万双）为深入贯彻落实吉林省中医药大会

精神，加快形成全省规范统一的基本医保院内制剂药品目

录，省医疗保障局对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等46家医疗

机构485种院内制剂进行了准入谈判，其中446种院内制剂

药品通过谈判准入，谈判成功率91.77%，平均降幅14.53%，

最高降幅67.49%。

通过此次医保谈判准入，我省在全国率先规范统一了基本

医保院内制剂药品目录,进一步完善了院内制剂价格形成机制，

建立健全了我省基本医保用药准入、支付及管理机制。我省于

2021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全省基本医保院内制剂药品目录及

医保支付标准。执行后将有效提升我省基本医保用药目录管理

水平，切实减轻参保群众用药负担和医保基金压力。

在全国率先规范院内制剂药品目录
我省减轻参保群众用药负担和医保基金压力

本报讯（记者黄鹭）1月8

日，省委书记景俊海，省委副书

记、代省长韩俊一起在长春会

见正大集团资深副董事长、中

国区CEO杨小平一行。

景俊海指出，杨小平资深

副董事长一个月内两次到访吉

林，对接现代农业投资项目，促

进与一汽集团等企业合作，为

正大集团与吉林省合作共赢奠

定了良好基础。在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指引

下，我们扎实推进中东西“三大

板块”建设，加快构建“一主、六

双”产业空间布局，着力培育现

代新型汽车及零部件、农产品

和食品深加工、现代文旅等一

批重点产业集群，初步探索走

出了一条质量更高、效益更好、

结构更优、优势充分释放的发

展新路。希望正大集团聚焦吉

林发展优势，整合全球优质资

源，广泛开展投资合作，加快推

动项目落地，为新时代吉林振

兴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杨小平表示，一定充分发

挥正大集团自身优势，推动更

多优秀企业到吉林投资合作，

与正大集团一道在吉林开创新

事业，共同助力吉林高质量发

展。

在吉期间，杨小平一行与

长春市、一汽集团以及有关企

业进行项目对接、合作洽谈。

吴靖平、胡家福、王凯、

张志军、徐留平、邱现东参加

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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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冯超）截至2020年

底，我省保护性耕作发展势头迅猛，参

与保护性耕作免耕播种作业的合作社

达1310个，实施保护性耕作面积由

2015年的450万亩增加至1852万亩，

超出国家2020年度任务552万亩。

“十三五”期间，我省不断加大保

护性耕作推进力度，始终保持全国首

位。2020年，国家启动实施东北黑

土地保护性耕作行动计划，我省随后

也制定了《吉林省保护性耕作推进行

动方案（2020-2025年）》和《吉林省

2020年保护性耕作实施方案》。

保护性耕作在农安、长岭、双辽

等8个县市开展整县推进，实施面积

均在100万亩以上，双辽市基本实现

全覆盖。我省以整体推进县为重点，

建设县乡级高标准保护性耕作应用

基地30个，每个基地安排省县两级

专家，定点指导，因地制宜开展多种

技术模式对比。目前，我省建立保护

性耕作技术实施效果监测点15个，

与中科院地理所、省农科院、吉林农

大3家单位合作，开展保护性耕作长

期效果监测工作。

我省成立保护性耕作专家指导

组，与市县开展“一对一”定点指导，

探索秸秆归行、条带少耕、苗带深松、

护苗施肥等技术措施，指导各地强化

栽培、施肥、植保等农艺措施，优化配

套机具装备，形成不同区域特点的秸

秆覆盖耕作技术模式。（下转第八版）

我省不断加大保护性耕作推进力度
截至2020年底增至1852万亩

寒冬时节，气温骤降，延边各大项目现

场，一股股建设热潮却在持续升温。

近日，记者兵分多路，对全州冬季施工项

目进行了实地探访。

走进延吉恐龙博物馆，展翅飞翔的翼

龙、仰天长啸的霸王龙、体型庞大的马门溪

龙……一个个造型栩栩如生的恐龙模型呈

现在记者眼前。“目前，6栋楼的主体工程已

完工，1、2、6号楼的基础装饰、恐龙骨架模型

制作、地形地貌制作、室外连廊、建筑物亮化

等工程已基本结束，正在进行3、4、5号楼的

基础装饰、展厅布展等工程。”项目现场负责

人介绍，延吉恐龙博物馆占地面积5.8万平

方米，建筑分为6栋楼3大功能区。该博物馆

的建设填补了我省恐龙博物馆的空白，延吉

龙山恐龙化石填补了东北恐龙化石的空白，

建成后将成为一个以恐龙为主线的科普教育

基地，同时在旅游资源开发上具有极大优势。

在国网新源吉林敦化抽水蓄能电站项目

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紧张地忙碌着。截至

2020年末，电站累计完成投资53.28亿元，完

成设计概算投资的68.4%。

吉林敦化抽水蓄能电站是目前东北地区

最大、我省首座纯抽水蓄能电站，也是延边州

自建州以来投资最大的单体工程。项目2013

年10月开工，总投资77.89亿元，年设计发电

量为23.42亿千瓦时，相应抽水电量31.23亿

千瓦时，计划2021年6月30日首台机组发电，

2022年4月30日机组全部投产发电。

“目前，电站下水库已完成蓄水，上水库

完成蓄水验收开始蓄水，今年三台机组将陆

续投运发电，电站建成后在保障大电网安

全、服务清洁能源消纳、促进地方经济高质

量发展等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国网新源

吉林敦化抽水蓄能有限公司总经理马龙彪

说，建设期可拉动地方GDP约300亿元，缴纳

地方税5000多万元，通过项目建设带动投

资和产业发展，年均提供各类就业岗位约

2000余个。电站建成后，可以扩大我省工业

旅游资源，成为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

益相互促进的示范基地。 （下转第八版）

寒 冬 掀 起 新 热 潮
——延边州推进冬季项目建设纪实

本报记者 马春雪 王雨 张敬源

本报讯（记者隋二龙 赵蓓蓓）“十三五”

期间，辽源市以创新体制机制为重点、以特色

小城镇建设为载体，紧紧围绕“产业兴旺、生

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

求，精准施策，务实推动，“五大振兴”协同发

展，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打下了坚实基础。

辽源市委、市政府先后制定了《关于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关于坚持农业农

村优先发展加快乡村振兴步伐的意见》《关

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振兴战略工作体制机制

的通知》等政策文件，成立了以市委书记、市

长为“双组长”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领

导小组，各县（区）党委、政府参照市里模式

成立领导组织机构，全面加强党对农村工作

的领导，形成了全市上下同心同向抓乡村振

兴的浓厚氛围。

与此同时，辽源坚持把特色小城镇建设

作为推进全市乡村振兴战略的载体，确立了

“一核两翼四轴十支点”点轴面区域联动的

空间布局，对全市30个乡（镇）按照示范镇、

重点镇、推进镇 3 个层级和 2023 年、2025

年、2028年 3个时间维度，明确了梯次发展

目标和重点任务、支持政策。按照“30个乡

（镇）打破行政区划界限，形成经济区块概念

整体规划”思路，全面推动特色小城镇“1+

12”规划编制，做到特色小城镇建设有章可

循、规范发展。

以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

经营体系为重点，全力推进产业振兴发展。

夯实粮食安全基础，深入贯彻“藏粮于地、藏

粮于技”战略，粮食产量稳定在32亿斤阶段

性水平。特色产业提质增量，梅花鹿发展到

22.7万头，柞蚕放养1600把，食用菌8000万

袋，黑猪1.5万头，蛋鸡1200万只，林果面积

达到25万公顷。

强化乡村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抓实

选优配强、教育培训、管理监督3个重点。开

展第一书记“代言销售”活动，帮助农户销售

积压滞销农特产品360余万元。持续推动村

级集体经济发展，288个村实现村集体经济

收入5万元以上。突出乡贤作用发挥，全市

共吸引32名乡贤回归创业，谋划项目32个，

总投资达11亿元。 （下转第二版）

“五大振兴”协同发展

辽 源 ：书 写 乡 村 振 兴 新 篇 章

长春市公安局重庆路派

出所民警在街头执行夜巡任

务（1月6日摄）。

长春市公安局夜治安巡

逻防控工作起始于2011年7

月，由巡警支队负责组织实

施，如今已持续了近10年。

2020 年长春市夜巡时

段同比 2019 年，实现了刑

事、治安警情“双降”，群众安

全感、满意度“双升”的目标。

新华社记者 许畅 摄

本报讯（记者刘姗姗 通讯员张婕妮）2020年，吉林化纤

集团公司以“战疫情、防风险、降成本、保运营”为工作主线，扎

实做好全员销售，开发和推广新产品，挑战极限式降成本，实

现逆势突围。全年实现工业总产值94亿元，同比增长3.1%；

产品销量51.9万吨，同比增长12%；销售收入117.6亿元，同

比增长0.5%。

四大主导产品同步开展提质、提速、提产、提效“四提”工

程，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同时发力，人造丝板块实现劳动生产率

提高23%；产品高端市场占有率超过45%。腈纶板块单线纺速

提高12.5%，单线产量最高提升25.6%。细旦、扁平等差别化

纤维产品质量持续改善，抗起球纤维替代进口，华绒M2提产

14%，腈纶销量突破20.9万吨；竹纤维作为自主研发的专利产

品，凭借抗菌抑菌性能得到广泛应用，终端应用领域拓展到纺

织领域所有品类，实现产品销量13.4万吨，同比增长194%；碳

纤维产品质量稳定在T400级，部分产品达到T700级水平，全

年实现碳纤维原丝销量2.2万吨，同比增长71%；碳丝销量

6238吨，同比增长121%。

项目建设加快推进。2020年，吉林化纤集团仅用1个月时

间就谋划并开工建设了中国吉林国家碳纤维产业园1.5万吨

碳纤维项目，用时119天就完成了3号厂房的暖封闭任务，为设

备安装、如期达产奠定了良好基础；年产8000吨大丝束碳纤维

碳化项目3号线一次开车成功，这是公司第三条年产2000吨的

大丝束碳化项目；顺利承接国兴碳纤维公司，半年时间产量翻

番，并实现单月盈利；7号、8号原丝生产线一次开车成功，吉林

化纤全年原丝、碳丝产能分别增长72.5%和62.5%。

2020年，企业立足长远发展，成立了富博纤维研究院12

个专业研究所，确立了79个研发课题，为企业新一轮创新发

展提供了动力源泉。“十四五”期间，吉林化纤集团公司将按照

国家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总体规划，积极推进20万吨

碳纤维全产业链项目建设，预计投资106亿元，产出128亿元，

力争实现超200亿产值目标。

吉林化纤2020年实现工业总产值94亿元
同比增长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