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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袤的吉林大地上，遍布着珍贵的“红色记

忆”。遗址、遗迹、纪念设施、馆藏文物……形态丰富

的革命文物构成红色资源核心内容，见证了中国共产

党在东北的早期革命活动，铭刻了以杨靖宇将军为首

的东北抗日联军14年艰苦卓绝的战斗足迹，承载了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解放战争的历史贡献，彰显

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黄大年、郑德荣等时代

楷模的伟大精神。

近年来，我省秉承“宜融则融，能融尽融”原则，充

分挖掘革命文物价值。革命文物的保护利用和展示

传播与文旅产业之间有着天然的契合度。依托青山

绿水和冰天雪地，我省逐渐形成红色旅游发展思路，

让革命文物重焕新生，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传承

红色血脉的动力源泉。

青山绿水传承红色记忆青山绿水传承红色记忆

饮马池、碾盘、青松灶……在桦甸市红石国家森

林公园，东北抗联蒿子湖密营如同一枚醒目的红色足

迹，在群山密林中熠熠闪光。杨靖宇将军曾在这里战

斗生活过。

曾经，茂密的山林是抗联队伍天然的保护屏障；

如今，国泰民安，山河无恙，这里已成为人们休闲度假

的宝地，每年吸引着一波波游客慕名前来。

“近年来，我们景区遵循‘坚持红色引领，推动绿

色发展’的思路，旅游发展蒸蒸日上。”红石国家森林

公园总经理郑晓然告诉记者。

青山埋忠骨，勿忘英雄事。深化革命文物价值挖

掘和创新利用，着力提升革命文物公共服务水平和社

会教育效果，有效途径之一就是与旅游产业融合发

展。近年来，我省文旅产业发展蹄疾步稳，逐渐成为

经济转型升级的动力引擎，这为革命文物创新开发与

利用提供了重要机遇。

2017年以来，我省红色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四平

战役纪念馆、杨靖宇烈士陵园、敦化市寒葱岭战迹地

等逐渐成为红色旅游重要目的地。其中，寒葱岭2020

年接待游客近10万人次。此外，桦甸市、汪清县、通

化县兴林镇等地逐步形成了区域红色旅游特色线

路。截至 2020年底，我省累计接待红色旅游游客

2465万人次。

今年3月，省文化和旅游厅成立革命文物处，主

要负责全省革命文物保护与红色旅游工作，进一步推

动红色资源开发利用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

我省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体系已经基本形成，涌现

出了一批主题鲜明、内容丰富的红色旅游目的地。近

年来，我省提供资金保障，支持通化市杨靖宇烈士陵

园、四平战役纪念馆、四保临江战役烈士陵园等6个

红色旅游项目，其基础设施建设、环境面貌得到明显

改善，展陈水平和革命文物保护能力明显提高。长春

市东北沦陷史陈列馆、长春电影制片厂等7家景区入

选全国A级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

创新融合讲好红色故事创新融合讲好红色故事

讲好红色故事是开发红色旅游产品的题中之

义。为了让红色故事“活”起来，我省红色旅游产品不

断创新，积极寻求与教育、艺术的对接点，从“红色观

光”向“红色教育”等方面拓展延伸。

寒葱岭伏击战英勇杀敌；宁死不屈，壮烈牺牲……

这是敦化市拍摄的大型舞台剧《陈翰章》中的场

景。80多位演员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全身心投入，

在90分钟的倾情演绎中，把观众带回那个战火纷

飞的年代，走近英雄的故事。该剧一经推出，在本

地区就引起了较大反响，成为红色旅游线路产品中

的一抹亮色。

我省还依托红色旅游景区组织参观、研学旅行，

开展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活动——

2017年以来，我省连续3年举办“红色旅游行·大

学生筑梦之旅”系列活动，组织省内外高校学生，走进

红色旅游经典景区。该活动已形成我省红色旅游品

牌。

全省各地结合清明节、青年节、国庆节等时间节

点，开展红色旅游主题活动，组织机关企事业单位干

部职工、在校师生等到红色旅游景区景点接受爱国主

义教育。

杨靖宇干部学院、靖宇县东北抗联教育中心（长

白山干部教育基地），将通化市烈士陵园、通化县七道

沟死难同胞纪念地、靖宇县杨靖宇将军殉国地等作为

重要现场教学地点纳入教学体系。

身处一线的讲解员和导游员是讲述红色故事、传

播红色精神的重要力量。2019年，我省组织开展了红

色故事讲解员大赛。数百名选手参赛，网络直播观看

人数达208万人次。

赛场上，革命英雄及时代楷模的故事被重温；改

革开放以来，长春在汽车工业、轨道客车、航空航天等

方面取得的辉煌业绩被歌颂……通过比赛，一大批优

秀的红色故事讲解员进入人们的视野。赛场外，他们

回归各自的工作岗位，继续讲述红色故事，不断影响

激励更多人。

让革命文物重焕新生让革命文物重焕新生

近日，省文化和旅游厅制订了《关于活化红色资

源推动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

《方案》），明确了我省红色旅游发展格局，将红色旅游

作为打造吉林省旅游业版图新的突破点，成为继冰

雪、避暑休闲和乡村旅游之后的第4块拼图。建设全

国知名的红色旅游目的地、东北抗联精神核心展示区

和红色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大力推动红色旅游与

冰雪游、避暑游、生态游、乡村游等业态融合，构建融

合发展的多彩旅游产业格局。打好东北抗联、解放战

争、抗美援朝、工业遗产、新时代精神、警示教育吉林

红色旅游六张牌。推出30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和

100处红色旧址（旅游地）。

革命文物是发展红色旅游的重要依托，发展红色

旅游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利用革命文物，二者相辅相

成。在《方案》以前，我省就积极寻找革命文物工作和

旅游工作对接点，初步形成了富有吉林特色的革命文

物保护利用模式。

2019年，我省公布了《吉林省革命旧址名录（第一

批）》《吉林省东北抗联旧址名录（第一批）》和《吉林省

馆藏珍贵革命文物名录》。在此基础上，启动编制《吉

林省革命文物保护利用规划纲要》和《吉林省东北抗

联文物保护专项规划》，第一次全面系统梳理省内革

命文物资源，凝练革命文物核心价值，明确未来一段

时期的保护利用方向。

“目前，我们初步构建了‘中国共产党在吉林一条

主线，东满与南满两个特色根据地，抗日战争、解放战

争、社会主义建设三大历史集群，杨靖宇干部学院、四

平战役纪念馆、靖宇青少年教育基地、红石砬子教育

基地、马村抗日根据地、老黑河遗址、东北沦陷史陈列

馆为核心的七大教育组团，以及十大抗联核心片区’

的吉林特色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格局。”省文化和旅游

厅革命文物处处长张立军告诉记者，“同时，推动革命

文物保护利用与红色旅游融合发展。修编《吉林省红

色旅游规划》，将《吉林省革命文物保护利用规划纲

要》内容融入红色旅游规划中。重新梳理全省红色旅

游线路，将价值重大的革命旧址纳入全省红色旅游线

路中。”

此外，省文化和旅游厅还在2019年积极协调黑

龙江省、辽宁省的文化和旅游厅组织召开了东北革命

文物保护利用联盟暨红色景区联盟成立大会，139家

联盟单位、200余人参会，建立了全国首个革命文物和

红色旅游融合发展的区域性联盟。

青山绿水传承红色血脉
——我省红色旅游发展纪实

本报记者 徐慕旗

本报讯（记者徐慕旗 通讯员李晓波 张先雷）近年来，

为支持磐石市取柴河镇食用菌产业发展壮大，磐石市税务

部门组建税费优惠政策辅导团队，通过“一对一”辅导、税

企交流群、辅导座谈会等举措，把最新的税费优惠政策送

达企业，为农业特色品牌实现产业化发展增添动力。

据介绍，取柴河镇自然资源丰富，气候条件适宜食用

菌生长。近年来，该镇滑子蘑、木耳、香菇等食用菌加工产

业快速发展，年加工食用菌5000吨，总产值在2亿元以

上。吉林省山菇娘食品有限公司就是当地的代表性企

业。“得益于税收优惠政策，公司去年增值税减免2.6万多

元，减免的税款为企业资金松了绑，有助于我们扩大种植

规模。”企业财务负责人李东辉介绍道，“公司现在已发展

成磐石市最大的食用菌加工基地，形成了科研、生产、加

工、销售为一体的产业链条。”同样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还

有黑润菌业有限公司。2020年，该企业食用菌实现免税销

售收入50余万元。

为增强食用菌产业辐射带动作用，取柴河镇建设了

“企业+合作社+农户”的产业模式。针对分散在各村的合

作社和农户，磐石市税务部门结合政策解读和纳税申报等

难点，开展“点对点”专项辅导服务，确保税收优惠精准享

受。下一步，磐石市税务局将继续加大涉农税收优惠政策

宣传和辅导力度，助力乡村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

磐石市税务部门

支持食用菌产业发展

本报讯（记者陈婷婷 实习生秦雨晨）
记者日前从第十三届中国—东北亚博览会

执委会第一次会议获悉，第十三届中国—

东北亚博览会以“携手东北亚，共谋新发

展”为主题，拟定于8月27日至31日在长

春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会期5天。

据了解，本届博览会共7个展馆，分别

是科技创新主题馆、汽车馆、东北亚国家

馆、吉林馆、省区市馆、进口商品馆、新媒体

直播馆。

科技创新主题馆，重点展示我省轨道

交通装备制造、农产品深加工等主导产业

和通用航空、卫星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

新兴领域产业，突出科技赋能、创新引领、

绿色发展。

首次设置汽车馆，重点展示中国一汽

集团自主品牌、合资品牌最新研发的整车，

突出汽车产业作为我省主导产业和支柱产

业的特殊地位。

东北亚国家馆，主要展示东北亚区域

6国国家特色商品，紧扣博览会主题。

吉林馆，全面展示吉林省“一主、六双”

产业空间布局发展成效，展现一、二、三产

业发展成果和“十四五”规划。重点展示吉

林特色食品产业、冰雪产业以及吉林优质

资源和特色品牌。

省区市馆，主要展示外省区市优势产

业、合作项目和特色产品，开展交流对接与

洽谈合作。

进口商品馆，主要展示科技、电子、轻

工、纺织、食品等特色商品，有效汇集国际

优质消费品资源，促进全面消费。

新媒体直播馆，展示新媒体技术，通过

自媒体、多平台发布，实时传播博览会精彩

场景，宣传参展企业，进行信息发布和项目

推介。

除此之外，本届博览会拟举办主论

坛——第十一届东北亚合作高层论坛，开展高层次对话交流，

完善东北亚区域合作机制。拟举办东北亚工商合作论坛，提

升东北亚各国商协会及其他国家（地区）商协会之间的合作水

平，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举办中韩经济合作论坛和中

日农业食品论坛，推动中韩、中日双边经济合作及产业对接。

同时，第二届东北亚电商峰会暨第六届长春电商产业峰会、

“大图们倡议”（GTI）产业园区对话会、第三届中国—东北亚商事

法律合作研讨会等国际性或国家级会议论坛活动，将继续于本

届博览会期间在我省举办。此外，依照惯例，为共享资源平台，

第六届全球吉商大会将与博览会同期召开。

据悉，本届博览会将以提升办会专业化、市场化水平，搭建东北亚

高层对话与经贸合作“线上+线下”新平台为总体目标，构建东北亚区

域合作新机制，打造吉林对外合作新优势，助力吉林融入新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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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农产品亮相国际展会

本报讯（记者陶连飞 实习生王添怡）5月18日至20日，第二

十二届中国国际食品和饮料展览会在上海举办。省商务厅组织全

省76家农产品企业抱团参加。

据悉，此次参展的吉林农产品及其生产企业，是从全省各地广

泛遴选的，极具地域特点、产品优势。意在为引导农产品外贸企业

积极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精准指导企业借助展会平台，向全球展示“吉”字号农产品魅力，提

升吉林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

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

本报讯（卞利伟）为进一步加强农村金融环境建设，促进助农

金融服务转型升级，今年以来，临江农商银行强化科技赋能，推进

线上线下产品应用，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

他们设立70个助农金融服务站，覆盖全辖69个行政村，推进

智能化升级，布设具有开卡、综合签约、转账、现金存取款、挂失、查

询等服务功能的智慧柜台9台。免去农户每笔1元的交易手续费，

是省内首家免除客户助农交易手续费的农信法人机构，累计为农

户免除手续费超12万元。

化妆品安全科普进校园

本报讯（记者张雅静 实习生张佳奇）日前，东北师范大学东安

实验学校的学生们饶有兴趣地听了一堂特殊课——由省药监局举

办的2021年全省化妆品安全科普宣传周暨“5·25爱肤日”进校园

公益讲座。

省药监局创新活动形式，提早邀请省药品安全监测中心人员

和医院皮肤科专家对东师东安各年级班主任代表进行了专业培

训。教师们以《儿童化妆品安全与皮肤健康护理》为题，通过图文

并茂的形式，重点从儿童化妆品的基本常识、安全选购和使用化妆

品、儿童防晒品、日常护肤注意事项等方面，为各自班级学生进行

了生动有趣的讲解。

当天，东师东安共有1000余名师生参与科普宣传活动，共发

放由省药监局赠送的宣传资料3000余册。

简 讯

本报讯（记者陈婷婷 实习生秦雨晨）“动动手指

头，登录国际贸易单一窗口，轻松完成报关企业备案。”

5月 27日，中欧国际货运代理（吉林省）有限公司法定

代表人李伟向记者介绍，海关全面取消“报关企业注册

登记”行政审批后，极大地简化了海关报关行业的注册

程序。

据了解，以往报关企业注册登记需申请人提出报

关企业注册登记许可，所在地海关受理申请后，根据法

定条件和程序进行全面审查，并且于受理注册登记许

可申请之日起 20日内审查完毕，审批流程相对繁琐，

审批事项较多。自今年4月 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

关法》重新修订后，在全国范围内取消了“报关企业注

册登记”行政审批事项，改为备案制。

这是海关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放管服”改革决策

部署，不断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据悉，取消“报

关企业注册登记”行政审批后，报关企业准入全面放

开，备案更加简便快捷。申请人可在全国任意地点通

过登录“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或“互联网+海关”，向所

在地海关提交备案申请，海关实行“一地申请”“一次办

理”。对于符合申请条件的，由所在地海关审核办结，

全程无纸化网上办理，不到10分钟即可办理完毕。

报关企业注册登记改为备案管理

杨靖宇烈士陵园 本报记者 徐慕旗 摄

东北抗联蒿子湖密营纪念馆馆长吴艳滨在给游客
讲解。 徐慕旗 摄

本报讯（赵梓名）近日，通化市二道江区税务局采取多种有效

举措切实为小微企业排忧解难，助力小微企业健康成长，用行动检

验党史学习教育的成果。

他们在大厅设置小微企业“绿色通道”，对小微企业办税实行

专人辅导，切实提高办税效率。同时梳理小微企业对政策辅导和

政策执行方面理解的难点，建立纳税人需求清单，找准服务方向。

为了让符合税收优惠政策享受条件的小微企业能够应享尽

享，他们定期开展“线上直播课堂”，纳税人可以足不出户，实现实

时弹幕互动。定期开展政策解读会，对应享未享的，联合办税服务

厅打造“退税预约服务”。全面压缩办理时限，提升退税效率。他

们组建多个调研组深入小微企业，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和税收

优惠政策的落实情况，精准施策，把个性化的税收红利送上家门。

通化市二道江区税务局

助力小微企业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