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2 2021年5月9日 星期日 编辑 周力 刘冰
要闻

Email:jlxw1bs@126.com 电话：（0431）88600606

抓环境抓项目抓落实

本报5月 8日讯（记者董鹏宇 实习生

潘婷）今天上午，全省统战部长会议在长春

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

想，贯彻落实全国统战部长会议精神，落实

省委有关工作要求，总结去年工作，部署今

年任务。省委常委、统战部长李悦出席会

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过去一年，全省统一战线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统

战工作决策部署和省委具体工作安排，

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发挥统一

战线优势作用，履职尽责、积极进取、攻

坚克难、开拓创新，推动各领域统战工作

实现了新进展，在服务吉林全面振兴全

方位振兴中发挥了新作用。2021 年，全

省统一战线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重要讲话重要

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精神，按照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

部署，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

为主线，以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统

一战线工作条例》为重点，以进一步发挥

新时代统一战线法宝作用为目标，坚持

思想引领，坚持服务大局，坚持防范风

险，坚持提升能力，在守正创新中推动统

战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吉林全面振兴率

先实现新突破贡献力量，以优异成绩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会上，吉林市委统战部、白城市委统战

部、伊通县委统战部、吉林大学党委统战部

作交流发言。

在守正创新中推动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
全省统战部长会议在长召开

本报讯(记者孙寰宇 通讯员康明)记者在省应急管理

厅获悉，“五一”期间，全省未发生较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

未发生森林草原火灾和其他自然灾害，5年来首次实现森林

草原“零火灾”，安全生产领域创历年同期最好水平，全省安

全形势总体稳定。

节日期间，省应急厅党委委员带队的 6 个暗查暗访

组，二巡和总工、专员带队的10个蹲点检查组，处长带队

的 18 个专项组共计 107 人，会同市县两级应急部门 957

人，组成 378个明察暗访组，共检查行业部门 69个、企业

845户，提出合理化建议 201条，处罚企业 8户，停产停业

整顿1户。省应急厅每日调度全省各地各部门安全防范

工作情况，进行会商研判，突出重点，强化工作部署。围

绕森林防火、道路交通、景区安全管理等重点工作，省安

委办、省森防办下发提示函、警示通报和紧急通知 5个，

推动相关工作落实。

节日期间，省森防办在全省组织开展“五一”禁烧专项

战役，各地出动检查组2472个、1.16万人，检查乡镇2615

个，收缴火种3431个，罚款31人。全省583座森林防火瞭望

塔、216个森林防火视频监控设备全天候监控，2万余名专兼

职“三员”（瞭望、巡护、检查）全部上岗到位。

节日期间，省森林消防总队 1681名指战员保持三级

战备状态，与应急、林草等部门联合组织防火宣传、携装

巡护和防火监督检查，检查入山车辆 7149 台、人员 2850

人，发放防火宣传单5万余张。省消防救援总队启动二级

应急响应，成立6个督导组下沉一线开展督察，设立前置

执勤点658个，出动车辆721台、指战员3530人，受理警情

300起。

“五一”期间全省安全形势总体稳定

5月8日，白城医学

高等专科学校举办了

“创业有你‘就’在吉

林”第十四届毕业生就

业洽谈会暨吉林省“千

校万岗”白城专场活

动，本次招聘会共有来

自吉林、北京、浙江等

13 个省市的 210 多家

单位参会，为毕业生提

供就业岗位5284个。

陈宝林 摄

本报讯（记者张伟国 代黎黎）5月

7日6时3分，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

局天桥岭局监测人员通过远红外相机

实时传输信号监测到的一段时长为11

秒的野生东北虎动态视频。一只野生

东北虎在“野保镜头”的实时监测下，

一边摇摆着头颅，一边低头用舌头舔

舐着毛发，优雅地“梳妆”后，迈着轻盈

的步伐从镜头前走过。据悉，本次实

时监测到的东北虎动态视频，是该局自

2015年3月首次发现野生东北虎足迹

以来，通过实时传输信号监测到东北虎

动态视频中最为清晰的一次。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天桥岭局

相关负责人称，为充分发挥林区监控监

测体系效能，天桥岭局与北师大动物研

究中心密切合作，开展了针对东北虎豹

及其它野生动物的监测工作，建设监控

卡口45处，架设实时监控远红外相机

437台，监测区域覆盖7个林场，约占全

局总面积的35%。在此基础上，自去年

开始，该局又新购置了1970台“野保”相

机，动态监测珍稀野生动物种群及数

量。截至目前，天桥岭局共监测到东北

虎活动信息37余次，东北豹活动信息12

余次。拍摄到东北虎照片3组、视频10

组，东北豹照片4组、视频2组。

野 生 东 北 虎 优 雅“ 梳 妆 ”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实时监测到珍贵画面

本报讯（记者王春宝）全省“推进‘一主、

六双’，加快项目建设”行动启动暨春季项目

集中开工活动以来，临江市总投资20亿元

的矿泉饮品产业园项目建设加快推进。

连日来，园区内的农夫山泉临江长白山

饮用水有限公司年产119万吨饮用天然水生

产线项目建设现场，地基强夯检测、建筑规划

放线、项目周边环境整治等各项工作齐头并

进，地方政府服务项目建设的一切要素有序

推动。

此项目建设用地161亩，企业计划投资

3.68亿元，新建生产厂房、生产辅助用房等建

筑物计6.17万平方米，形成年产119万吨饮用

天然水的生产能力。项目预计明年6月份进行

试生产，达产后年销售额将达8.5亿元，实现税

收9500万元。

“我们这个项目是二期工程，一方面是临

江的水源好，能满足公司对水质的要求，另一

方面是产品在东北的需求量逐年增加，想通

过临江好的水源，把品牌效益放射出去。”谈

及此项目建设，公司项目建设负责人如是说。

几年前，在临江七道沟上游发现一处优

质矿泉水源，日流量达8.6万吨，水质部分指

标优于阿尔卑斯山矿泉水，是难得的世界级

高品质水。

“水源发现后，全国各地饮料生产厂家蜂拥

而至，欲购买水源。为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

续发展，临江市委、市政府抵住短期收益的诱

惑，婉拒了‘购买水源’的商家，决定实施‘引

泉入城’惠民工程，用106.8公里食品卫生级

管线将水源输送至城区千家万户，让百姓喝

上矿泉水。在此基础上，再将矿泉水导入‘矿

泉水园区’，为有实力企业提供高品质水源，

打造临江支柱企业。”临江市重点项目服务中

心主任代玉诚道出了该市发展矿泉水产业的

资源优势。临江市政府为此项目顺利推进，

进行“六通一平”，在营商环境方面，提供了

“保姆式”服务，成立项目专班，专人全程领

办、代办跟踪推动，力求实现早审批、早建设、

早投产、早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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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8日讯（记者陈沫）今天上午，由

省林业和草原局、省文化和旅游厅、通化市政

府共同主办的“2021吉林龙湾野生杜鹃花卉

旅游节”开幕式在吉林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

大龙湾景区举行。开幕式上还举行了“杨靖

宇干部学院现场教学基地”揭牌仪式。

本届龙湾野生杜鹃花卉旅游节举办时间

为5月，主题是“红色辉南、魅力龙湾”，主旨

是充分利用和发掘红色文化资源，培育和推

动龙湾红色旅游的发展，通过旅游节的举办

将龙湾打造成弘扬抗联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的平台和阵地。

据悉，旅游节期间举行多项活动，包括百

人红歌大合唱、“红歌心向党，山莺进龙湾”山

莺艺术团百人大合唱、“爱辉南、爱龙湾”抖音

快手网红直播、龙湾风光摄影作品展、省内外

旅行社和旅游企业的业务洽谈会等活动。

旅游节期间推出省内国家级劳模免费入

园、四方顶子景区和七色山花谷免费游览等

多项优惠措施。同时，辉南县政府发放20万

元旅游消费券支持龙湾旅游发展。

吉林龙湾野生杜鹃花卉旅游节启幕

本报讯（记者李婷 姜岸松）“五一”假期，吉林市迎来

旅游高峰。从踏青品鱼游、温泉度假游到登山赏花游、乡

村体验游，全市共接待游客240多万人次，同比增长136%，

比历史最好年份 2019 年同期增长 21.8%；实现旅游收入

17.63亿元，同比增长132%，较2019年同期增长13.1%。

在5天小长假里，吉林市各景区人流如织，农家乐、鱼

餐馆停车场爆满。“节日期间，客人多了，收入也不错。”富

饶农场经理董慧珠说。

据吉林市文广旅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他们早早就做

好了旅游线路和产品策划，推介了湖光山色、登山健身、

红色旅游、温泉康养等 10 大类 55 条精品春季旅游线

路。其中，“清凉胜境 诗画松江”吉林市春夏十佳精品

旅游线路直播推介，全平台累积观看量达 2100 万人次。

吉林市还组织举办“吉林有礼等着你”文创产品旅游商

品展销会、吉林市文旅消费季“惠聚江城”文旅产品专题

消费立减优惠活动、“2021 松江鱼美食节暨第二届山地

风筝文化节”和吉林市首届汉服文化节等丰富的节日活

动，满足了本地市民和外来游客多层次的需求。

吉林市“五一”期间游客量创新高
共接待游客240多万人次，同比增长136%

本报5月8日讯（记者毕雪 实习生杜金平）今天，为纪念

第74个“世界红十字与红新月日”，动员更多社会力量参与

和支持红十字事业，省红十字会举办纪念“5·8世界红十字

与红新月日”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宣传《中华人

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捐赠义诊活动。

活动中，省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为中国红十字（吉

林）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大学中

日联谊医院、吉林省人民医院4家医院转运队授牌。吉林

省敬事信商贸有限公司向省红十字会捐赠 X射线计算机

体层摄影设备，价值1700万元；吉林省盛瑞医疗器械有限

公司向省红十字会捐赠 AED5 台、AED 训练机 2台，省红十

字会为这两家爱心捐赠企业颁发了“博爱奖牌”。此外，

吉大一院、吉大二院、吉大中日联谊医院等多家义诊医院

与团队的专家和医护工作人员一同在活动现场开展公益

义诊活动。省红十字会还为群众免费发放生活常备药

品，并为群众做应急救护知识讲解，提供人体救护模型供

群众现场进行演练。

纪念“5·8世界红十字与红新月日”

省红十字会举办捐赠义诊活动

本报5月8日讯(记者王欣欣)今天，在前

郭县哈拉毛都镇，四方宾朋，欢聚梨园，共庆

2021哈拉毛都梨花节开幕。

哈拉毛都具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有

颇负盛名的王爷府遗址、大自然鬼斧神工杰

作——甲北京等许多令人神往的景点，流传

着许多美丽的传说。2014年被评为旅游观

光重镇，2015年成功申报 3A级旅游景区，

2016年建成蒙古族民俗文化展示馆。

哈拉毛都镇三面环山，一面临江(松花

江)，纵横交错的沟壑，丰富纯净的山泉，具有

发展林果产业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当地政

府因地制宜引导农民发展林果产业，现在，全

镇果树经济林已发展到1000余公顷，形成了

以苹果梨、海棠果、葡萄、樱桃为主打品种的

林果产业基地。

2013年，哈拉毛都镇被省农委评为无公

害绿色果品基地。此次梨花节，以“品梨花春

韵 赏古镇风情”为主题，开展“梨花节”特色

农产品展销会、“感受自然 健康生活”越野徒

步大会、“情系古镇 乐在梨园”群众文艺汇

演、“休闲浪漫 融入自然”甲北京自驾露营等

多项活动，将持续至5月30日。

搭 建 开 放 平 台 展 示 古 镇 风 采
2021哈拉毛都梨花节开幕

本报5月8日讯（记者马璐 实习生

任静）今天下午，由省委宣传部、中国电

影资料馆、中国出版集团、华夏电影发

行有限责任公司、“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和长影集团共同组织的“百部经典影片

献礼建党百年暨‘四史’教育电影课公

益电影展映活动”在长影电影院启动，

来自长春市党政机关、部队、学校的基

层党员代表参加了活动。

本次公益电影展映活动自5月起

至10月末止，将在全省城市影院为群

众免费放映一系列红色经典影片和吉

林省产优秀影片，引导广大党员干部铭

记党的光辉历史，传承红色基因，用光

影的力量庆祝党的百年华诞。

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长影

近年来逐步加大创作力度，围绕建党

百年等重要时间节点，重点策划创作

了电影《青春作伴好还乡》《731》《新冰

山上的来客》《东北合伙人》《狙击手》

《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等。据了

解，这次展映活动是省委宣传部组织

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秀

影片展映展播系列活动之一，每月将

有十余部经典影片在城市影院展映，

也将在全省村屯、校园同步开展展映

活动。

百部经典影片献礼建党百年公益展映活动启动

本报5月8日讯（记者马璐 实习

生任静）今天下午，以中国运动员冲击

冬奥首金、为国争光为背景创作的电影

《我心飞扬》在长春奥林匹克公园体育

馆举行了关机仪式。该片由徐峥监制，

王放放导演，孟美岐、夏雨领衔主演，萨

日娜、梁文慧等主演。据了解，该片于今

年3月2日在黑龙江开机，4月下旬“转

战”长春取景，在省委宣传部的关心支持

下，拍摄过程十分顺畅。关机后，该片进

入后期制作阶段，将于2022年2月1日

大年初一上映。

电影《我心飞扬》创作灵感源自

2002年第19届盐湖城冬奥会上，中国

短道速滑队获得2金2银4铜的好成绩，

打破了自1980年我国首次出征冬奥会

长达22年金牌为零的历史。为了真实

再现20年前获得冬奥首金既艰难又辉

煌的历史时刻，拍摄现场也如赛场，紧

张、刺激、力求完美呈现每一个镜头。编

剧王浙滨、导演王放放历时3年，几易其

稿打磨故事。徐峥虽然未能亲临现场，

但通过视频方式分享了创作心得。

电影《我心飞扬》在长关机

本报讯（记者刘霄宇）“看到身边人成为案中人，我内心

非常震撼，提醒自己一定要以案为鉴，廉洁自律，正确用好

手中的权力。”这是观看警示教育片后，长春市宽城区一街

道党工委书记的感受。

坚持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是宽城区推进全面从严

治党决策部署落实落细的一个有力抓手。一段时间以

来，宽城区纪委监委结合党史学习教育，集中组织观看由

区纪委监委拍摄的警示教育片《本是夕阳晚景无限好 奈

何泪洒秋风警世人》，上好全区2021年第一堂反腐警示教

育课。

近年来，宽城区纪委监委坚持教育在先、警示在先、预

防在先，通过组织观看警示教育片、召开警示教育大会和宣

读处分决定、参观廉政教育基地、开展旁听案件庭审、通报

曝光典型案例等方式，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筑牢廉洁“防

火墙”。据统计，全区去年累计召开各层级各类型警示教育

活动121场，共4000余人接受教育。

据宽城区纪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在组织党员干部集体

收看警示教育片的基础上，每年都会筛选发生在本区的典

型案例进行深入剖析，并通过典型案例通报，用身边事教育

身边人，推动警示教育入脑入心，避免党员干部出现“受教

育心不在焉”“把案情当作剧情”的看客心态。

长春市宽城区拍摄警示教育片

用“案中人”警醒“身边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