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2 2021年9月23日 星期四 编辑 王立新 张泷月
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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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强企业看吉林

严肃换届纪律

“作为中国制造业500强企业之一，江阴

江东集团已经有20年的奋斗历程。从前我

们以冶金、纺织等传统产业为主导，现如今

重点发力新能源产业、高端制造业，正不断

向‘高、精、尖’发展道路迈进，逐步实现传统

制造业企业的转型升级。”江阴江东集团总

经理赵峰向记者介绍。

听闻2021中国500强企业高峰论坛即

将在长春市举办，赵峰既期待又兴奋，“之前

从没有去过吉林，但我深知长白山是吉林的

名片，那里自然风光优美怡人，中草药资源

丰富。吉林也是著名的农业大省，是我国的

商品粮基地。这次去参会可以好好饱览下

吉林的白山松水。”

除了体验白山松水的美景与文化，赵峰

在江阴江东集团与我省的产业合作、项目对

接上还有更长远的打算。“此次参加中国500

强企业高峰论坛，一方面是感受欣赏吉林的

美景，更重要的是寻求与吉林这一东北老工

业基地的合作，探索建立吉苏两地工业资源

的优势互补模式，打通吉苏两地产业链上下

游渠道，形成长期有效的合作沟通机制。”赵

峰说道。

赵峰进一步表示，江阴江东集团在未来

将主要从三方面探讨与我省的合作项目。

他认为，吉林省汽车产业极为发达，一汽集

团是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目前，新能源汽

车是主要发展方向；同时，依托中车长客，吉

林省发展高铁、轨道列车产业极具优势；吉

林省正全力打造“陆上风光三峡”工程，风

电、光电等清洁能源产业潜力巨大。

“近年来，江阴江东集团已经成为国

内风电光伏领域配套装备的龙头企业，所

以在吉林省清洁能源产业中，我觉得双方

合作大有可为，非常希望能够参与到吉林

‘陆上风光三峡’工程的建设中。在高铁

配套、汽车配套、新材料等产业中，江阴江

东集团也在重点谋划布局，与吉林的交流

会越来越多。”赵峰充满信心地向记者说。

在营商环境方面，赵峰提议我省应加

大对外省企业的招商引资重视程度，逐步

建立常态化的交流合作平台，让外省企业

能够更顺畅更方便地与吉林本地企业对

接。同时，希望在办事流程方面得到进一

步简化，既方便企业也能高效地促进两地

合作走向成功。

“江阴江东集团作为江苏省的地方民营

企业，不仅能够在与吉林的交流合作中取得

成绩，也能够为吉林地区的经济发展、区域

振兴作出自己的贡献。”在访谈最后，赵峰向

记者阐明了即将参会的心愿。

奋 力 奔 向 吉 苏 合 作 新 高 地
——访江阴江东集团总经理赵峰

本报记者 何泽溟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

齐，心齐则事成。在领导班

子集中换届中，风气直接关

系换届成败。组织部门在换届这场“大考”中，是推动严肃换届风

气各项任务落到实处的“操盘手”，重任在肩、使命光荣。

稳住换届工作“基本盘”，严格落实政策要求。换届的根

本在用人，组织部门必须恪守公道正派的“好家风”，严格遵守

纪律和规矩，带头维护换届风气。坚持先定原则后定人，原则

是纲，人事安排是目，纲举方能目张。提前明确换届人事安排

原则，按岗位需求选人，使人事安排有依据、有章法，实现“零

干扰”。针对换届涉及人员多、干部思想易波动的实际，将四

大班子成员、换届考察对象等人群作为重点关注对象，深入谈

心谈话，加强思想引导，促其正确看待个人得失和进退留转，

以稳人心推动稳换届。严格执行“凡提四必”、廉政意见“双签

字”等制度规定，把好人选政治关、品行关、能力关、作风关、廉

洁关，防止干部“带病提名”。

织密全程管控“监督网”，营造激浊扬清氛围。组织部门

应当整合多方力量唱好“大合唱”，构建全方位、多层次换届风

气监督体系。坚持把“责任”作为换届风气监督的“牛鼻子”

牢牢牵住，掌握换届风气监督的主动权，细化责任分工，拉

出任务清单，统筹六大责任主体对标对表履行监督责任。

立足“三在先”要求强化纪律意识，扎实开展“五个一”学习

教育活动，利用党报党刊、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等媒体广泛

宣传发动，营造良好氛围，促进干部对换届纪律“入脑入

心”，筑牢严守纪律“防火墙”。突出工作重点，紧盯继续提

名人员、新提拔人选、不提名人员三类重点人群和组工干

部、组织部长、县委书记三种关键岗位干部，采取管用举措，

实现精准监督，防范违纪风险。

架起监督执纪“高压线”，强化问题查处问责。实现换届

清朗清正，组织部门必须在正风肃纪上毫不含糊，坚决“亮

剑”，树起警示牌，划定警戒区，用铁规铁纪维护纪律权威。坚

持以“十严禁”“六不用”为重点亮明党委态度，明确发出党的声

音，对违反换届纪律问题“零容忍”，形成严肃换届纪律高压态

势。强化问题导向，“刀刃向内”找短板，抓住换届重要阶段和

关键节点开展多轮次、高密度督导检查，排查问题隐患，把换届

全过程置于有效监督之下。坚决狠刹歪风邪气、弘扬清风正

气，对违反换届纪律问题线索快查严办，对查实的问题不避丑

不护短，以“刮骨疗毒”的态度给予严肃打击和处理，起到处理

一起震慑一片的作用。(作者系松原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打出严肃纪律“组合拳”
打赢换届风气“保卫战”

辛 峰

本报9月22日讯（李佳星 记者李娜）

今天，省人大常委会召开主任会议，决定省

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于9月27

日至28日在长春召开，会期2天。

会议由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

副主任金振吉主持，副主任王绍俭、贺东

平、彭永林、贾晓东，秘书长常晓春出席

会议。

主任会议建议，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次会议议程为：审议《吉林省社会信

用条例（草案）》《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地方

性法规的决定（草案）》《吉林省食品小作坊

小餐饮店小食杂店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

（草案）》《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正

案（草案）》《吉林省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建设

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审议《长春市市政

设施管理条例》《四平市河道管理条例》《四

平市乡村人居环境治理条例》《四平市黑

土地保护条例》《通化市养犬管理条例》；

审议省政府关于吉林省 2021 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 1-8 月份执行情况的报

告；结合省政府关于全省“七五”普法基本

情况的报告，审议省政府《关于推进第八

个五年法治宣传教育的决议（草案）》的议

案；审议省监察委员会关于全省反腐败国

际追逃追赃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省政府

关于全省种业发展情况的报告；审议省人

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

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吉林省文物保护条

例》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审议省人民检察

院关于全省检察机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

度情况的报告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

告（书面）；审议省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

省人民检察院关于《吉林省优化营商环境

条例》执法检查报告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

况的报告（书面）；审议省政府关于全省强

化科技创新支撑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意见

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书面）；审议省人大

常委会调研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

庭暴力法》《吉林省反家庭暴力条例》贯彻

实施情况的报告（书面）；审议省人大常委

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

表资格的报告；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

议关于提请审议《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关于长春市下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名额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

决定接受辞职人员辞职请求的议案；审议

人事任免事项。

省人大常委会召开主任会议

本报9月22日讯（记者纪洋）今天，第八届吉林省市民文

化节活动——吉林省群众舞蹈展演在长春桃李梅大剧院举

行，来自全省的舞蹈爱好者在这最美秋日中齐聚长春翩然起

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活动由省文联主办，省舞

蹈家协会承办。

此次活动，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为主题，得到

全省舞蹈工作者和爱好者的热烈响应、积极参与，作品数量

多、质量高。经过专家评选，从各单位选送的作品中，选出《红

色百年》《太阳出来喜洋洋》《额尔古纳河》《欢庆》《东北的冬》

等17部作品参加本次展演。这些作品有的讴歌伟大中国共

产党前仆后继、浴血奋战的丰功伟绩，有的描绘幸福吉林、美

丽家乡的新变化，有的展现新时代广大群众的新生活、新面

貌。参演团体以基层舞蹈团体和舞蹈培训学校为主，演员们

用婀娜多姿的舞步跳出了我省广大群众昂扬奋发的精神风

貌。最后，展演在《唱支山歌给党听》的动人旋律中落下帷幕。

吉林省群众舞蹈展演在长举行

站在吉林省舒兰市溪河镇凤凰山山顶

极目远眺，良畴沃野，阡陌如绣，滔滔松花

江水蜿蜒流过。舒兰，“果实”之意，地处长

白山余脉向松嫩平原过渡地带，是黑土地

“黄金水稻带”。眼下，75万亩水稻已进入

收割期。

秋风徐来，沉甸甸的稻穗风中荡漾，形

成层层金色波浪。一台台水稻联合收割机

开足马力，在稻田里穿梭。吉林省已连续8

年粮食总产量超过700亿斤，今年又将迎来

一个丰收年，全省各地将陆续进入繁忙的收

获期。黑土地上，到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听，好一曲丰收的欢歌！

藏粮于地 藏粮于技

“看，这稻粒多饱满！”站在稻田里，轻抚

着稻穗，吉林省白城市镇赉县大屯镇英台农

机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任志国开心不

已。70岁的任志国种了一辈子的地，最引

以为傲的就是在家乡盐碱地上种出了好大

米：祖祖辈辈的美梦成真了。

这里是世界三大苏打盐碱地分布区之

一，曾经，一片一片裸露着白碱的土地上植

被稀疏。“碱地白花花，一年种一茬，小苗没

多少，秋后不收啥。”

白城市通过与中科院等科研院所合作，

对盐碱地进行“改地增粮”。数十年以稻治

碱，白城市现已成为吉林省水稻生产第一大

市。全市盐碱地已从“十一五”期末的585

万亩减少到 169万亩，改良后粮食亩产达

400公斤左右。曾经的盐碱地，现在已是林

成网、田成方、机械化、粮满仓。

今年，吉林省在5个县区实施盐碱耕地

治理试点，试点面积10万亩以上，在22个县

开展黑土地保护建设项目120万亩。

地处松辽平原腹地的四平市梨树县，是

国家重点商品粮生产基地县。眼下，饱满的

玉米穗挂在秆上。

“去年7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梨

树县国家百万亩绿色食品原料（玉米）标准

化生产基地核心示范区。总书记语重心长

地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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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树县宏旺农机农民专业合

作社理事长张文镝说，“今年这片地长势特

别好，又将喜获丰收。”合作社坚持向科技要

产量、要效益，与中国农业大学、吉林农业大

学等院校和科研单位建立广泛的联系，承担

“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示范项目，成为科研

单位的技术推广者。

近年来，吉林省把保护黑土地作为落

实“藏粮于地”的关键，综合采用工程、农

艺、生物、科技等措施，推动数量、质量、生

态三位一体保护，有效遏制黑土地质量下

降趋势。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

所研究员关义新介绍，他和同事在实践操作

中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要求，努力

把土壤肥力提高，把农作物产量提高，把粮

食供应能力提高。

在开展种源技术攻关、破解育种创新难

题方面，吉林省也在持续发力。“十三五”时

期，吉林省共选育通过省审和国审的主要农

作物新品种941个，良种覆盖率达到100%、

对粮食增产贡献率达到45%。

装备升级 智慧监测

步入梨树县八里庙村卢伟农机农民专

业合作社大院，一排排现代化的农机具很是

气派。“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如今都成了种

田的好帮手，我们穿着皮鞋就能把田种了。”

合作社理事长卢伟介绍，合作社的各类农机

具已从最初的1台套发展到60台套，其中

100马力以上的大型农机具20台套，覆盖

耕、种、防、收各个环节。

打开手机，指尖轻触，卢伟调出了一幅

今年春耕时的农机作业轨迹图。“有了这张

图，秋收时农机就能按照之前的轨迹收割玉

米了。”在合作社驻点开展科研的中国农业

大学科研人员还为农机安装了无人驾驶系

统，具有精准播种、自动收割等多项功能，实

现了从种到收的远程遥控。

手机成了新农具，“指尖种地”成为可

能。借助卫星定位系统，大农机干起了“绣

花活”，可将垄距控制得分毫不差，一垄苗种

下去，如同尺子画线一样笔直，农机作业标

准化水平显著提高。

“农业生产可以细分为10多个环节，涉

及多种农机，不可能家家户户都置办。”梨树

县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站长王贵满说，梨树县

今年推出 14 个“现代农业生产单元”，以

4500 亩土地相对集中连片为一个实施单

元，精确配置农资、农机、作业人员等。

张文镝说，目前合作社实现了全程机械

化作业。收割机作业时，可以直接出籽粒，

一台收割机一天就能收150多亩地。生产效

率提高的同时，一垧地还能节约成本1000元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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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粮食生产全

程机械化整省推进行动，实施“敞开、普惠”

的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截至目前，吉林省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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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耕、种、收综合

机械化率达91%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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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收增收 齐头并进

秋风吹过白山松水，处处是收获的欢

歌。除了遍地稻黄，秋耳、人参、灵芝、核

桃、榛子也迎来了丰收。

白山市靖宇县濛江乡后双山子村的道

路两旁，成千上万的菌段上，一朵朵木耳像

花朵一样绽放。

村民吴长发被当地人称为“山中菌

王”。“我现在有16个专利啦。”吴长发自豪

地说，今年秋耳长势特别好，靠着自己研发

的菌种，有个农户挣了10万多元。

近年来，吉林省食用菌产业规模效益大

幅提升，2020年，食用菌稳步发展到30亿

袋，产量达到129万吨，产值达到111亿元。

中秋节的早晨，靖宇县保安村72岁的

齐永良大爷也没闲着。“这阵子，我在山上已

经捡了2000多斤核桃，采蘑菇卖了500多

元。”老人回忆，20多年前，由于滥砍滥伐，林

子可穷了，蘑菇少，几乎见不到动物。“现在

生态好，到处都是蘑菇，也总能看到小动

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话真是太有

道理啦。”

一边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一边是春种

秋收发展提质。在舒兰市溪河镇舒兰站村，

稻田合作社的千亩有机稻田发展成农旅结

合项目。沿着玻璃栈道，人在稻田走，宛如

画中游。这是返乡大学生蔡雪的创意，现在

这里已经成了当地网红打卡地。中秋假期，

又迎来了一大批游客。

蔡雪是一名“90后”，大学毕业后先在大

城市工作了一年，然后返乡创业，成立了

舒兰市农丰水稻专业种植合作社。在她

的推动下，合作社的生产方式从传统走向

现代——采用太阳能生物除虫灯、施放有机

肥料、开展鸭蟹稻混合种植养殖……2021

年，合作社种植水稻2万亩，全部是订单生

产，带动社员平均增收6000余元。现在，合

作社已经发展成集新技术推广、稻米加工销

售于一体的专业合作组织，形成完整的有机

水稻产业链条。

“手里捏着泥土，计算着一年的收获，那

份踏实的心情，才是人生最好的答案。”作为

新型职业农民，蔡雪从生手到行家里手，越干

越有劲。

近些年，吉林省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健全家庭农场名录，全省家庭农

场发展到14.6万户；全省农民合作社发展

到8.4万户，农户入社率达到41%；实施高

素质农民培育工程，年培训高素质农民2.5

万人次。

在外打工多年的玄熙楠，2014年回到

家乡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龙井市船口村，带领

村民成立合作社，专注种地。“这几年合作社

有了自己的品牌——船口大米，又种起了大

豆，生产船口牌豆油。今年给农民的土地租

金又涨了。”在参加新型农民培训后，玄熙楠

的信念更坚定，思路更开阔。

张文镝说，土地规模化经营，较好地解

决了“谁来种地、怎样种地”问题，同时解放

了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农民年人均劳务收

入达到 2—3万元。“种地让农民鼓起了腰

包，日子过得越来越殷实。”

（原载2021年09月22日《人民日报》第01版）

加大黑土地保护力度 向科技要产量要效益

吉 林 又 迎 丰 收 年
人民日报记者 孟海鹰

秋涌千重浪，稻熟遍地黄。在第四个
“中国农民丰收节”来临之际，人民日报头
版刊发题为《吉林又迎丰收年》的报道，就
我省抓好粮食生产、加强黑土地保护、种业
发展、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奋力夺取粮食生
产大丰收等方面的生动实践和取得的成
效，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报道。

2020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我省视察
时强调：“吉林要把保障粮食安全放在突
出位置，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加快转
变农业发展方式，在探索现代农业发展
道路上创造更多经验。”全省广大干部群

众牢记总书记的深情嘱托和殷殷期望，
始终心怀国之大者，把抓好粮食生产作
为头等大事，着眼厚植农业特色优势，推
进农业高质量发展，以农业现代化引领
乡村振兴，支撑吉林全面振兴发展。

吉林省已连续 8 年粮食总产量超过
700 亿斤，今年又将迎来一个丰收年，黑土
地上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这背后，有
各项惠农政策的大力支持，有先进农业科
技、高效基础设施护航，更有千万农民的辛
勤劳动。作为粮食大省，我省坚决扛稳维
护国家粮食安全政治责任，用一个又一个

沉甸甸的丰收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夺取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提供
了有力支撑。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是建党 100
周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的关键之年，夺取农业丰收具
有特殊重要性。面向未来，我们必须坚定
不移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
工作重要论述和视察吉林重要讲话重要
指示精神，始终把保障粮食安全放在突出
位置，推动吉林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迈上
新台阶。

稻 花 香 里 说 丰 年
育 欣

本报讯 9月20日，新华社《瞭望》

新闻周刊推出封面文章《保卫黑土粮

仓》，在第四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前

夕，聚焦吉林等地的东北黑土地保护。

2020年7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吉林考察时指出，要采取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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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瞭望》封面文章全面回顾了包括

吉林在内的东北地区对国家粮食安全

作出的重大贡献，客观分析了黑土地由

于过度开垦面临的危机，对吉林省十几

年来的黑土地保护历程和取得的成效

进行了系统回顾和总结，特别是对2020

年7月以来吉林在黑土地保护方面的新

进展给予了生动展示和充分肯定。文

章说，吉林黑土地保护站上了新起点。

文章用六个“前所未有”概括了吉

林一年来黑土地保护呈现的新特征：

一是政策密集前所未有，二是阵容之

强前所未有，三是声势之大前所未有，

四是雷霆手段前所未有，五是补贴及

时前所未有，六是黑土地保护呈现的

加速度前所未有。

文章特别注意到，吉林黑土地保护

出现了升级版。今年“梨树模式”在黑

土地保护中尝试引入金融、保险、仓储

等生产要素，建立“现代农业生产单

元”。文章认为，“梨树模式”升级版若

试验成功，将大大提升农业生产综合效

益，实现黑土地保护与现代农业生产体

系的对接。

《瞭望》是由新华社主办的大型时

事政经新闻周刊。1981年4月创刊。

以“新闻性、权威性、思想性、可读性高

度统一”为特色，在高端读者群中有较

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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