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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金银滩草原的夏天来了。

绿草茵茵、白云低垂，让人仿佛淡忘

了这里曾经轰鸣的炮声。

金银滩位于青海省海北藏族自

治州，是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

地——国营二二一厂旧址。我国第

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均诞生于

此，这里被称为中国原子城。

如今，这里已安全退役，成为旅

游景区。曾在这里奋斗过的核工业

人被安置到全国27个省份的532个

县市。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二二一

厂离退休职工，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

示，要求解决离退休人员生活上遇到

的困难和问题。

已是耄耋之年，这些老同志带着

自己的“二二一故事”，带着烙印在身

上的“两弹一星”精神，依然在祖国各

地发光发热。

以身许国，在那遥远的地方

6月2日，西宁市德令哈路的中

核集团二二一小区内歌声嘹亮——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团结就

是力量》……歌声来自二二一厂退休

职工和家属。

85岁的杨翠英老人特意打扮了

自己，“经历了苦日子，今天的日子比

蜜还甜。”她说，感谢党中央没有忘记

我们。

老人们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关

心下，这两年待遇好了，看病就医更

省心，中核集团等还组织对职工住房

进行修缮，美化了社区环境，生活舒

心多了。 （下转第二版）

不 朽 的 功 勋 闪 光 的 精 神
——访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的二二一厂离退休职工

新华社记者 高敬 潘旭 徐海涛 李琳海

六月的吉林大地，开启一年中最美的时

间。长白山逶迤壮美，天池如玉；松辽平原

黑土地，禾苗新绿；查干湖水天一色，绿草茵

茵……

良好生态环境是东北地区经济社会发

展的宝贵资源。“十三五”以来，我省深入贯

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始终坚持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坚决打好蓝天、碧水、青山、

黑土地、草原湿地“五大保卫战”，全力推进

生态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全方位、全地

域、全过程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力度，全

省生态环境质量达到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

水平——

2020年，空气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9.8%，

“吉林蓝”成为生活常态；国家考核断面优良

水体比例达到83.3%，同比上升14.5个百分

点；劣V类水体和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全部

消除。

沉甸甸的答卷背后是“建设生态文明永

续发展的千年大计”，调结构、优布局、强产

业、全链条的发展路上，保护生态和发展生

态旅游相得益彰。

保护生态，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
担当

天蓝、地绿、水清、景美，是人民群众的

热切期盼。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指引下，我省秉持着“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将绿色发展融入到了

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

2020年，我省将转型发展、绿色发展作

为事关战略全局的政治任务，制定污染防治

攻坚成效考核实施方案、决胜攻坚实施方

案，逐级落实环保目标责任制，持续推进蓝

天、碧水、青山、黑土地和草原湿地“五大保

卫战”；

2021 年我省的《政府工作报告》对全

省生态环境工作进行了统筹规划，详尽部

署——

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启动二氧化碳排放

达峰行动，支持白城建设碳中和示范园区，

支持乾安等县市建设清洁能源经济示范区；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空气、

水、土壤环境质量巩固提升行动，开展危险

废物专项整治三年行动，稳步推进“无废城

市”建设；

加强生态系统治理。实施新一轮十年

绿美吉林行动，推进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启

动吉林万里绿水长廊建设，改善水生态；

健全生态保护机制。严格实施“三线一

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落实生态保护补偿

机制，开展生态移民。推行林草长制，完善

森林、草原、湿地等保护长效机制。有方向，

有目标，有方法。高层统筹全面铺开，基层

落地真抓实干。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管委会相继投入100

多亿元实施了生态保护和生态修复项目，野

生动物栖息环境得以明显改善，动植物种群

数量持续增多；

吉林市创新实行“河长+”工作法，对河

长制进行“硬牵引”，进一步明确了各级河长

的履职内容、标准、监督方式。持续强化河

长制信息化建设，通过河道视频监控等手

段，实现河长制信息化、现代化；

辽源市实施百万亩造林、百公里流域治

理、百万亩粮田建设“三百工程”，坚持生态

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三位一体，努力走

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绿色发展道路；

虎啸长白、鱼翔浅底，一幅幅生态大美

画卷正徐徐展开。

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筑牢“绿色
堡垒”

污染防治攻坚战，一头连着经济的高

质量发展，一头连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

走进省生态环境厅大气处，墙面上LED

屏幕格外醒目。“这显示着全省秸秆禁烧重

点区域情况，一旦出现燃烧秸秆的情况，屏

幕右上方就会自动弹出红色警报，定位自动

锁定经纬度，平台将立刻将报警信息同步推

送至省、市、县三级环保部门和当地区域网

格员。”省生态环境厅大气处的工作人员介

绍说，通过这个平台监控秸秆焚烧行为，可

以在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记录、第一时

间处理，可以称得上是监督违法焚烧秸秆行

为的“眼睛”。

用科技手段管控秸秆焚烧，是我省科学

施策、精准防治大气污染的一个缩影。

过去的一年，在统筹做好常态化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下，我省污染防治

工作仍坚持方向不变、力度不减，守住生态

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推

进生态环境保护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

之大前所未有，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行动

取得明显成效。

特别是从流域生态保护系统性出发，

聚焦“两河一湖”，全力实施流域综合治

理，辽河流域综合治理规划中2020年前需

完成的130个项目全部完工。饮马河水污

染整治谋划的6大类210个工程全部建设

完成。查干湖及其周边生活污水得到有

效治理。

不仅如此，2020年底，我省提出实施“三

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机制，从机制体

制上为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和经济绿色发展

保驾护航。生态状况稳定向好，森林覆盖率

达到45%，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到72%，湿地

有效保护率达到47%。

“天更蓝，水更清，伊通河更美了！”长春

市民齐女士一边和老伴在伊通河边遛弯，一

边感受着身边的景致。

百姓的笑脸、优美的图景，见证着吉林

“颜值”的提升。 （下转第二版）

厚植生态底色 释放生态红利
——我省生态文明建设走笔

本报记者 刘姗姗 通讯员 魏强

春夏之交的四平市，广袤的黑土地上

生长着希望；整洁而美丽的村屯，在一片翠

色中散发着盎然生机；木耳、花生、草药等

特色农产品裹藏着村民的致富梦想，以品

牌之名被送往全国各地……

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

裕富足的画卷正徐徐展开。

脱贫攻坚之战告捷，乡村振兴的号角

吹响，四平市初心不改、方向不变，力度不

减、脚步不停，跑出了致富奔小康的“加速

度”，书写着乡村振兴的“四平经验”。

巩固脱贫成果 走出振兴“加速度”

在吉林省脱贫攻坚成效考核中，四平

市连续三年进入“第一方阵”，交出了一张

堪称优秀的答卷——

2020年末，四平市21297户 41044人

全部实现脱贫，125个贫困村全部退出，省

定贫困片区双辽市摘帽，贫困发生率由

2015年的5.1%下降到零；

出行难、用电难、上学难、看病难、通信

难一一破解；

多次代表我省迎接国家脱贫攻坚成效

考核，“双防”体系建设、开展“健康直通车”

两项工作在全国扶贫开发经验交流会上作

经验介绍；

2个集体、2名个人获得全国脱贫攻坚

表彰，21个集体、58名个人获得省脱贫攻

坚表彰。

5月11日，在四平市发生了一个标志

性事件，那就是市扶贫开发办公室重组为

市乡村振兴局，这标示着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大幕已经拉

开。

2021年，四平市坚持同向发力，全力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出台了《四平市实现巩固拓展脱

贫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实施方案》，

明确了7大类26项务实举措，确保有效过

渡衔接。

——健全防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

制。防贫保障救助基金已救助“两户人员”

203户，发放救助金238万元。着力提高产

业就业带贫益贫能力。共谋划2021年扶

贫产业项目17个，计划总投资1.36亿元。

——为脱贫劳动力集中开展各类技能培训。以村为单位，

充分利用扶贫产业收益，开发扶贫专岗，有效解决弱劳动能力贫

困人口的就近就地就业问题。贫困劳动力就业人数达11266

人，其中设置扶贫专岗吸纳就业人数6785人。

——持续巩固“两不愁三保障”成果。加强扶贫项目资产监督

管理。

——2021年，四平市计划创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示范村80

个，围绕示范村创建标准，谋划实施产业发展、村屯道路等项目，

全力打造干净整洁、绿化彩化、宜居宜业的乡村振兴示范点。

做优做强农业产业 释放振兴“新活力”

春耕时节，“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正以不同的方式在四

平大地上被付诸实践。

中国农业大学吉林梨树实验站指挥中心的大屏上，梨树县

41个点的土地监测情况一目了然。省内外农业专家在线服务，

实时给出指导意见，第一时间发送到农民手机里。如今，梨树县

正以这个实验站为平台，汇聚了多所高校、科研机构以及国外的

专家学者共同开展科研工作，科研人员达130人，每年完成10多

项国家级科研项目和近20项试验研究项目。

“梨树模式”内涵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影响力持续扩大。仅

四平市推广保护性耕作481万亩，同比增长115万亩。梨树县、

伊通县、双辽市整县推进黑土地保护国家项目，推广面积60万

亩。东北四省区保护性耕作现场交流会等会议相继在四平市召

开，接待全国各地学习人员近1000人次，黑土地保护效应持续

放大。

在粮食生产上，四平市持续抓好春耕生产、技术推广、田间

管理、防灾减灾等关键环节，大力推广绿色增产新技术、新模式，

年度推广保护性耕作、测土配方施肥、农机深松、绿色防控等重

大技术800万亩以上。加快建设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大力发

展农业机械化，成功创建全省唯一的国家全程机械化示范市，守

住粮食安全基本盘。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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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2 日，游人
在长春市长影世纪
城内赏灯。当日，长
春市长影世纪城第
五届消夏灯会开幕，
吸引了众多游客前
来观赏。
新华社记者 许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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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游吉林：绿水青山带笑颜

吉林省“两优一先”拟表彰对象公示

“生态是资源和财富，是我们的宝藏。”
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视察时提出这一重
要观点。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到生态
是资源和财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
对于我们树立正确的生态观、发展观，深入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始终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
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根本性、开创
性、长远性工作。良好生态环境是吉林经济
社会发展的宝贵资源，也是优势所在、潜力
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五年三次视察吉林，着
重强调生态文明建设，为我省加强生态环境
保护和绿色发展指明了方向。全省上下坚
定不移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引领，坚决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
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推进山水林田湖草
沙系统修复工程，逐步走出一条保护生态与
发展生态产业相得益彰之路。

巩固提升生态优势，吉林给出了以系统
思维考量、以整体观念推进生态治理的实践
样本。东部长白山林海茫茫、虎豹啸山林，
成为重要的生态屏障；中部松辽平原，黑土
地这一“耕地中的大熊猫”得到有效保护和
治理，成为全省粮食主要产区；西部河湖连
通，“八百里瀚海”成为中国湖泊密度最大的
湖区之一，绘就了一幅渔兴牧旺、草茂粮丰、
碧水蓝天、人水和谐的美好生态画卷。松花
江辽河流域综合整治、查干湖生态治理保
护、生物多样性保护、长白山区山水林田湖

草生态保护修复等重点生态工程扎实推进，
深入实施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一个个生态文明建设目标成为现实，吉林的

“颜值”不断提升。
走绿色发展之路，吉林用行动为“保护

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
是发展生产力”做出鲜明注脚。绿色是吉林
生态的底色，更是发展中的亮色。始终坚持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积极推动产业结
构调整，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改造提升传统
产业，我省因地制宜走出了适合自己的路
子。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农
业结构不断优化调整，发展方式更加绿色。
大力发展寒地冰雪经济，联动发展全季旅
游，“绿水青山、冰天雪地”向“金山银山”的

转化路径更加清晰。生态资源优势得到进
一步释放，绿色产业、新能源产业、环保产业
铺就一条宽阔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吉林的

“气质”越来越好。
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生态优先、坚持

绿色发展是其中应有之义。进入新时代，迈
步“十四五”，绿色发展吉林大有可为、大有
作为。全省各地各部门要心怀“国之大者”，
持之以恒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围绕“一主、六
双”产业空间布局，做好生态大文章，坚决打
好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入开展绿美吉林
行动，推动实施吉林“陆上风光三峡”、长白
氢能走廊等一批重大项目，为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作出更大贡献；要扎实推进东北虎豹
国家公园建设，构建生态廊道和生物多样性
保护网络，更好肩负起生态安全责任；要坚
持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大力
发展四季旅游、全域旅游、冰雪避暑旅游，擦
亮长白山、查干湖等生态旅游“金字招牌”，
兑现绿水青山、冰天雪地价值，并使之成为
吉林省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

让绿色发展道路越走越宽
本报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