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统一刊号CN22-0001 国外发行刊号D776 邮发代号：11-1 彩练客户端 官方微信

总第27072期 今日8版
2021年9月13日 星期一 农历辛丑年八月初七 八月十七秋分

中共吉林省委主管主办 吉林日报社出版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吉林

还有还有 天天1010
距第十三届中国—东北亚博览会开幕

本版编辑 陈庆松 王大阔

9 月 12 日，我
省公布第八批中央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吉林省群众信访举
报转办和边督边改
公开情况，扫描二
维码可查阅。

本报9月12日讯（记者黄鹭）今天，省委

书记景俊海到吉林大学调研并看望慰问黄大

年式教师团队代表。他强调，要认真学习、深

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

师团队代表回信精神，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

才使命，大力学习弘扬黄大年精神，坚持为学

为事为人相统一，推动高校教学科研育人各

项事业高质量发展，为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贡献更大力量。

吉林大学地球探测与信息技术教师团

队、化学教师团队，均被认定为全国高校首批

黄大年式教师团队。景俊海来到黄大年纪念

馆，看望慰问吉林大学黄大年式教师团队代

表，详细了解团队教学科研育人成果。他勉励

大家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增强

家国情怀，坚持立德修身、潜心治学、开拓创

新，进一步抓好教学科研育人工作，努力成为

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者、党执政的坚定支持

者、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

调研中，景俊海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吉

林大学、两支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和教师代表

工作情况汇报。景俊海强调，黄大年精神诞生

于吉林大学、发源于吉林大地，是党和国家的

宝贵财富。希望吉林大学传承发扬好黄大年

精神，引导更多师生爱国报国、矢志创新、永

攀高峰，培养优秀人才，多出一流成果，努力

为吉林创新发展注入更加澎湃动力。一要坚

定理想信念主心骨，持续深化黄大年精神学

习宣传活动，让“心有大我、至诚报国”融入精

神血脉、融入教学科研育人实践，推动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二

要投身吉林振兴主战场，聚焦“一主六双”高

质量发展战略、“五个合作”等重大部署，进一

步在科学研究、产业布局、项目建设、人才培

养等方面深化校地对接合作，引导鼓励支持

更多吉大校友回到吉林创业就业合作。三要

争当创新发展主力军，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

研攻关，着力解决一批“卡脖子”关键核心技

术问题；推动前沿科技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促进新技术转化成新产业、新经济、新业态，

助力提升吉林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

化水平；深化与社会、企业合作，构建协同创

新体系，强化产学研用平台建设，促进创新要

素资源广泛集聚、科学配置，让更多科研成果

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四要守好立德树人主阵

地，努力培养出更多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

优秀人才，引导更多吉大英才留在吉林、服务

吉林、发展吉林，更好地以“人”兴引领振兴。

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吉林大学加快

推进“双一流”建设，努力为广大师生学习工

作生活提供有力保障、创造良好条件。

胡家福、安立佳、姜治莹参加活动。

景俊海到吉林大学调研并看望慰问黄大年式教师团队代表时强调

大力学习弘扬黄大年精神 坚持为学为事为人相统一
推动高校教学科研育人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新华社北京9月12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生态保护补偿

制度改革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

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关于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的意见》全

文如下。

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

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生态保护补偿

制度作为生态文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落实生

态保护权责、调动各方参与生态保护积极性、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手段。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进一步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

加快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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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

新发展格局，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完

善生态文明领域统筹协调机制，加快健全有效市场

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分类补偿与综合补偿统筹兼

顾、纵向补偿与横向补偿协调推进、强化激励与硬

化约束协同发力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推动全社会

形成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思想共识和

行动自觉，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加快推动绿色

低碳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为维护国家生态安

全、奠定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生态环境基础提供坚

实有力的制度保障。 （下转第五版）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的意见》

本报讯 近日，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

厅下发通知，印发《吉林省全面推行林长制实

施方案》。通知全文如下：

各市（州）党委和人民政府，长白山开发区、长

春新区、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梅河口

市委和人民政府，各县（市、区）党委和人民政

府，省委各部、委，省政府各厅、委和各直属机

构，各人民团体：

《吉林省全面推行林长制实施方案》已经

省委、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

际认真贯彻落实。

中共吉林省委办公厅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1年9月9日

（《吉林省全面推行林长制实施方案》全

文见第五版）

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下发通知印发《实施方案》

全 面 推 行 林 长 制

本报9月12日讯(记者李娜)按照中央

统一部署安排，9月8日至12日，党史学习

教育中央第二指导组组长朱虹率指导组成

员深入我省延边州，调研指导党史学习教

育开展情况。省委常委、延边州委书记田

锦尘作汇报。

调研期间，指导组下沉到延吉、和龙、

龙井、珲春、汪清等地，走进机关、社区、村

屯、学校、医院、红色纪念场馆(所)等，通过

实地考察、查阅资料、听取基层汇报、参观

红色主题展览，以及组织党史知识测试、随

机抽查等多种形式，对我省党史学习教育

进行分类指导。

朱虹对我省党史学习教育开展情况

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学习党史要准

确把握重大事件、重要会议和重要人

物，在学习中感悟思想、提炼思路、解决

问题；要充分挖掘当地红色资源，做好

搜集、整理、总结、保护、展示和宣传工

作；要持续开展好“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找准群众“急难愁盼”，提高办

实事实效，提升群众满意度；要下大功

夫开新局，将党史学习教育与科技创

新、乡村振兴等重点工作推进相结合，

共同助推吉林高质量发展。

田锦尘强调，延边州要继续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习党史的重要

论述，进一步强化理论武装、坚定理想

信念，践行初心使命、办好民生实事，务

求取得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成

果；坚持办好主题活动、营造浓厚氛围，

推动学习成果转化，统筹抓好项目建

设、产业升级、开发开放、乡村振兴等重

点任务，加快推动新时代延边州全面振

兴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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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12日讯（记者刘姗姗 通讯员白姝）今天，我省接

到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十七批群众信访举

报案件180件（重点案件17件），其中，来电78件，来信102

件。长春市81件（重点案件6件）、吉林市22件（重点案件3

件）、四平市12件（重点案件2件）、辽源市9件（重点案件1

件）、通化市7件（重点案件1件）、白山市2件、松原市16件（重

点案件2件）、白城市11件、延边州15件（重点案件1件）、梅河

口市2件（重点案件1件），多个地区3件（涉及辽源市、通化

市、白山市、梅河口市）。

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270个。其

中，大气环境类95个，占35.2%；噪声类51个，占18.9%；生态

类41个，占15.2%；土壤环境类36个，占13.3%；水环境类34

个，占12.6%；辐射类1个，占0.4%；其他12个，占4.4%。当日，

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交办各地。截至9月12日，我省已累计

接收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信访案件2025件，包

括重点案件225件。

中 央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督 察 组
向我省移交第十七批信访件180件

近年来，吉林市龙潭区

积极探索民宿、文创和旅游

相结合的新型旅游项目，整

合当地自然旅游资源转化为

文旅产品，促进乡村旅游业

高质量发展，助推乡村振

兴。图为总投资2亿元的昱

都小镇项目，已完成水上长

廊、集装箱民宿、森林康养栈

道等景观建设。项目建成

后，单日可接待游客3000人

左右，增加就业岗位150个。

朱建伦 本报记者 石雷 摄

人民日报长春电（记者岳富荣 李家

鼎）黑土地上，绿畴茫茫。晨辉农机合作社

负责人刘臣做完起飞前的最后准备，掰动

按钮，无人驾驶植保飞机腾空直上，进行

喷洒作业。

“瞅这长势！”看着手机传回的实时画

面，刘臣开心地说，“这是秋收前最后一飞

啦，今年保准又是个丰年！”

在吉林省榆树市八号镇，晨辉农机合

作社颇有名气：承包土地300亩、托管900

亩、代耕9000余亩。

“经营规模这么大，可离不开机械

化！”刘臣快人快语。

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东北三

省考察时强调，要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更

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

能化，给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

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考察时

强调，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把黑土地这个

“耕地中的大熊猫”保护好、利用好，使之

永远造福人民。

怎样给黑土地保护注入农机的力量？

吉林省近年来提出“用农机保护性耕

作技术涵养‘黑土地保护’”的新思路。2021

年，全省保护性耕作面积达到2875万亩，比

上年增长55.2%，免耕播种机发展到3.5万

台。目前，全省耕地质量平均达到4.19等，

比2015年提高1个等级。

在榆树市农业部门支持下，刘臣与长

春市农机研究院、农机企业的专家联合攻

关，在2019年开发出了“秸秆归行条耕联

合作业机”。“用上新机具，秸秆不用挪、不

用烧。最关键的，是把咱的黑土地保住

了。”

农机大规模普及，离不开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的茁壮成长。

“天上飞的，地上跑的，要啥有啥！”跟

着刘臣走进合作社库房，只见免耕播种

机、秸秆归行条耕机、大马力拖拉机等堆

得满满当当，“一共 70 台，每年都在更

新。”

“这些‘宝贝’总价值200多万元，政

府补贴超过六成。”刘臣直言，政府对农业

扶持力度不断加大，正是他不断扩大生产

规模的底气。

截至目前，吉林累计落实国家农机购

置补贴资金 157.6亿元，配套省级资金

20.8亿元；各类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超过

1万个，其中，农机合作社有6300多个。截

至目前，吉林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

率达91%以上。

步入吉林省农业机械化管理中心展

示厅，大屏幕上“繁星点点”。“一颗星代表

一个监测点，每个合作社的耕作情况都一

目了然，方便我们掌握全局动态。”工作人

员魏文介绍。

今年4月，“吉林省农业机械化智慧

云平台”正式启动，可实时查看任意一家

接入平台系统的合作社。截至目前，系统

监测面积达1700万余亩。预计到明年，全

省保护性耕作补助作业地块就可实现远

程监测全覆盖。

（原载于2021年9月12日《人民日报》）

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91%以上

吉林：农机化赋能农业现代化
9月12日，《人民日报》一版“‘十四五’，我们这样

开局起步”专栏刊发《吉林：农机化赋能农业现代

化》，从如何给黑土地保护注入农机的力量，农机化

助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茁壮成长等方面，对我省

农业机械化发展情况和所取得的成绩进行了生动深

入的报道。

“农为邦本，本固邦宁。”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而言，农业是长治久安、繁荣昌盛的基础。没有农业农

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现代化。农业机械化，是农

业现代化重要支撑。毛泽东主席曾深刻指出：“农业的

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农业机械化不仅提升了生产

力水平，降低农业工作者的劳动强度，同时能够使得农

业生产由落后的生产模式逐渐转变为现代化新兴的农

业机械化生产模式，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我省地处松辽平原腹地,土地肥沃,是世界著名的

三大“黄金玉米带”之一,是中国传统的大粮仓。一望

无垠的黑土地，农业机械化发展条件得天独厚，优势明

显。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东北三省视察时强

调，要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推进

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给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

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时要求我们采取

有效措施切实把黑土地这个“耕地中的大熊猫”保护

好、利用好。近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支持下，我省坚持以率先

实现农业现代化引领“三农”发展，农业机械化水平不断提高，主

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逐年提升，目前已位居粮食主产省第二

位；我们提出“用农机保护性耕作技术涵养‘黑土地保护’”的新

思路，经过多年的探索，走出了一条农业机械化与黑土地保护、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相得益彰之路。

推进农业机械化是一项系统工程，也是一项长期工程。全

省各地各部门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围绕农业现代化建设

历史任务，充分发挥农业机械在集成技术、节本增效、推动规模

经营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在推进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农

机装备与新型经营主体结合、农机发展与社会化服务体系等工

作上创新思路，敢想敢试，持之以恒在农业机械化、智能化上聚

焦聚力，不断挖掘粮食增产潜力，为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提供持续

的强劲动力，为吉林农业现代化作出更大贡献。

推 动 农 业 机 械 化 再 上 新 台 阶
文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