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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14日讯（记者李抑嫱）今天，

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江泽林主持召开省政

协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12月 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五

次集体学习时和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传达落实省委常委扩大会议

精神。

江泽林指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的

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为今后一个时期更好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着力推动高质

量发展指明方向、提供遵循。12 月 6 日召

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既分析研究经济

工作，又安排部署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重

点任务，内容十分重要、意义十分重大。要把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作为重

要政治任务，与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

会和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精神结合起来，坚

决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

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在省政协

落地见效。

江泽林强调，要紧扣省委、省政府中心工

作，围绕全面实施“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

略，保持我省经济运行稳中向好态势、实现“两

确保一率先”目标积极建言献策，认真履职尽

责。要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深入贯彻全

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加强党对政协工作的全

面领导。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

要义，持续推进专门协商机构制度建设，更好

运用法治思维推动政协工作发展。党的宗教

工作的本质是群众工作，要加强思想政治引

领、广泛凝聚共识，用党的创新理论团结教育

引导民族宗教界代表人士，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更好履行委员职责。

薛康、李龙熙、李景浩、赵晓君、兰宏良、李

维斗、郭乃硕、郭树峰出席会议。

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

本报12月14日讯（记者李抑嫱）为深入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扎实

开展好“七讲七进”对象化、分众化、互动化宣

讲活动，今天，省委宣传部举办全省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七讲七进”理论宣

讲骨干培训班。

在培训班上，省委宣讲团成员、吉林大学

党委副书记韩喜平围绕“深刻领会十九届六中

全会精神的精神实质”作专题讲座，对全会精

神进行了生动解读。来自长春市、吉林市、白

山市等地宣传部门及我省优秀基层理论宣讲

员代表进行了“七讲七进”宣讲活动经验交流

和宣讲经验分享。各市（州）党委宣传部、长白

山开发区党工委宣传部、梅河口市委宣传部分

管理论负责人，省直属理论宣讲志愿者，“百姓

名嘴”基层理论宣讲志愿者，典型人物代表，红

色传人代表，全媒记者代表共230余人参加了

此次培训。

“通过参加这次培训，增进了对党的十九

届六中全会精神的理解，对今后开展理论宣讲

工作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与会人员纷纷表

示，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

神，认真做好宣讲准备，积极开展面向基层、面

向群众、面向青少年的对象化、分众化、互动化

宣讲，不断增强宣讲的吸引力、感染力、说服

力，确保宣讲活动有声有色、有力有效。

据悉，为推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入

心入脑、落地落实，我省全面启动了“七讲七

进”宣讲活动，即领导干部带头讲，推动全会精

神进机关；专家学者深入讲，推动全会精神进

校园；理论志愿者巡回讲，推动全会精神进社

区；基层干部贴近讲，推动全会精神进农村；典

型人物示范讲，推动全会精神进企业；红色传

人鲜活讲，推动全会精神进军营；全媒记者互

动讲，推动全会精神进网络，实现了宣讲全覆

盖。

全省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七讲七进”理论宣讲骨干培训班举办

本报12月14日讯（记者李娜 实习生曹佳琪）今天

上午，由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联合举办的全省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党教骨干暨思政工作秘

书长培训班在长春开班。

培训班为期2天，旨在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

届六中全会精神，进一步推动全会精神在基层和群众

中落地生根。其间，来自省社科院、省委党校、吉林大

学、吉林财经大学的4位专家学者，分别围绕党的十九

届六中全会精神、东北抗联精神、意识形态工作和百年

党史作报告。

“老师们的讲解深入浅出，让我受益匪浅。”参加培

训后，长春市思想政治研究会秘书长、讲师团团长崔静

更加深化了对思想政治工作的认识，“思想政治工作是

一个政治性很强、涉及面很广的系统工程，需要统筹谋

划、多方联动，需要发动全党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思

政干部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

更好地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

的使命任务，为服务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作出更大贡

献。”

崔永杰来自德惠市委宣传部，作为一名基层宣传工

作者，她觉得这次培训班举办得“正当其时，十分必

要”。“我将跟随老师们的讲解思路，原原本本学，反反

复复学，将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学深悟透，落实到

实际工作中。”崔永杰说：“回去后，我们将进一步组织

好全会精神的宣讲工作，让全会精神在德惠落地生根、

开花结果。”

推动全会精神落地生根
全省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

神党教骨干暨思政工作秘书长培训班开班

本报12月14日讯（赵冷冰 魏静 记者陈沫）记者从

今天召开的吉林省连续40年无重大森林火灾表彰会议

上了解到：省政府决定授予长春市双阳区自然资源局等

100个集体“吉林省连续40年无重大森林火灾先进集体”

称号，授予高国栋等200名同志“吉林省连续40年无重

大森林火灾先进个人”称号。国家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

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分别为我省连续40年无重大森林

火灾表彰会议发来贺信。

截至2020年末，我省胜利实现全省连续40年无重

大森林火灾目标。40年来，全省上下时刻牢记森林防

火责任重于泰山，坚决贯彻“预防为主、防灭结合、高效

扑救、安全第一”的工作方针，不断加强预防、保障、扑

救三大森林防火体系建设，坚决防止发生重大森林火

灾。经过几代森林防火工作者艰苦卓绝、坚持不懈的

努力，克服了灾害天气逐年增多、森林火险逐年增高等

诸多困难，取得了连续40年无重大森林火灾的辉煌战

果，树立了相同纬度、相似森林火险地区森林防火工作

的优秀典范，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社

会平稳发展提供了强有力支撑。

实现连续40年无重大森林火灾

我省表彰先进集体和个人

本报讯（记者王欣欣）查干湖第二十届冰

雪渔猎文化旅游节将在12月28日开幕，本届

旅游节亮点纷呈，星光璀璨。记者从相关部门

获悉，目前各项准备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

查干湖生态小镇“冰雪嘉年华”工程紧锣

密鼓推进中，铲车、造雪机和工人正在紧张作

业。以查干湖生态小镇生态水系和中心岛作

为主场地的“冰雪嘉年华”，集中打造集冰雪娱

乐、商业、体验、冰雪景观为一体的综合嘉年华

景区，规划总面积为5.3万平方米，各类冰雪

景观、冰雪娱乐项目、特色商业将一站呈现。

查干湖生态小镇文旅国际街区设施建

设和业态招商快速推进。为了在旅游节期

间为游客提供生态小镇的特色温馨服务，查

干湖生态小镇建设者们全力投入，文旅国际

街区 13家店铺正在紧张进行内装修作业，

力争在本届查干湖冰雪渔猎文化旅游节之

前投入运营。

为方便广大自驾游客出行，相关单位在查

干湖景区道路两侧安装冬捕节引导路牌。道

路引导牌始于珲乌高速查干湖站出口，止于查

干湖北景区捺钵广场冬捕节开幕式现场附近，

现已安装完毕100余个，广大游客朋友可以通

过简洁明了的指示路标到达冬捕节开幕式及

各个系列活动场地。

为确保旅游节期间部门监管（管理）责

任和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到位，松原市委、市

政府多次召开会议进行安排部署，制定印发

了《查干湖第二十届冰雪渔猎文化旅游节活

动总体方案》《查干湖第二十届冰雪渔猎文

化旅游节应急保障工作方案》和《查干湖第

二十届冰雪渔猎文化旅游节安全生产督查

检查工作方案》，编制了旅游节突发事件救

援总体应急预案和 17个专项预案。近日，

松原市应急、文旅、商务、市场、住建、交通、

公安、消防等部门分别联合前郭县和查干湖

管委会，成立1个安全生产督查组和8个专

项安全生产执法检查组，全面开展安全隐患

排查和安全风险治理。

查干湖冰雪渔猎文化旅游节本月28日开幕
各项准备工作有序进行

连日来，露水河国
家森林公园里，洁白的
霜花缀满枝头，蓝天、碧
水、雾凇、冰雪融为一
体，让人赏心悦目。

李广友 摄

本报 12 月 14 日讯
（记者董鹏宇）今天下午，

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张恩

惠先后来到省委老干部局

和省委编办调研。他强

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认

真落实省委十一届十次全

会部署要求，着力加强党

对老干部工作和机构编制

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全

力推动全省老干部工作和

机构编制工作高质量发

展。

张恩惠强调，要把深

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

中全会精神，与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干部

工作和机构编制工作的重

要论述结合起来，与全面

贯彻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

精神贯穿起来，以政治建

设为统领，在学懂弄通做

实上下功夫，着力增强坚

决拥护“两个确立”、坚决

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自

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

觉。要坚持守正创新推动

老干部工作高质量发展，

突出用心用情、精准精细，

更好地关心、爱护、服务老

干部，充分发挥广大老干

部独特优势和积极作用，

为党和人民事业以及吉林

振兴发展贡献智慧和力

量。要坚持改革创新推动

机构编制工作高质量发

展，提高归口管理效能，在

主动服务大局上要有新突

破，在高效益配置机构编

制资源上要有新突破，在

加强机构编制法治建设上

要有新突破，为吉林振兴

发展提供有力机构编制保

障。要持续加强老干部和

机构编制部门自身建设，

适应新时代，担负新使命，

着力打造政治过硬、本领

过硬、责任过硬、作风过硬

的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

为新时代吉林振兴发展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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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开宇）记者从省科技厅获

悉，近日，《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2021》

发布，报告显示，2021年，我省区域创新能力

排名在全国上升9位，上升幅度全国最大，位

列东北第一。

《报告》由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小组、中

国科学院中国创新创业管理研究中心联合发

布，是国内权威的区域创新评价报告，也是对各

地区科技创新能力的“年度大考”。《报告》显示，

我省在知识创造、知识获取、企业创新等方面的

部分指标大幅增长。其中，政府研发投入增长

65%，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国内技术成交金额是上

一年的4.2倍、国外技术引进金额增长超过100

倍、技术改造经费支出增长超过14倍。

近年来，我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科技创新重要论述及视察吉林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省委、省政府把科技创新作为

创新驱动的核心工作来抓，采取一系列有力措

施，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和支持，赋予科研人员

和科研单位更大技术路线决策权、人员调配

权、科研项目经费管理使用自主权，持续为科

研人员“松绑减负”。实行“揭榜挂帅”“军令

状”科技项目管理制度，调动全社会力量攻克

“卡脖子”关键技术难题。围绕我省支柱产业

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聚焦“卡脖子”关键技

术，启动实施了新能源高效利用、主粮作物良

种科技创新、重大疾病防治、中医药健康产业

创新等7个重大科技专项28个课题。设立一

汽自主创新重大科技专项，集聚优势科技力量

攻克关键技术难题。启动省级自然科学基金

联合基金试点，以1:3的比例有效撬动社会资

本投入。全社会R&D经费投入实现较大突破，

投入强度达到1.3%，总量达到159.5亿元，较

上年增长7.48%，创历史新高。

省科技厅发展规划处处长董宏宇介绍说：

“近年来，为了提高我省科技创新能力，省科技

厅积极推动科技部与吉林省会商工作合作议

定书相关工作落实，开展近百场包括中国科学

院、工程院院士进吉林在内的系列活动，在东

北率先成立中国工程科技发展战略吉林研究

院，打造高端智库。融入全省‘1+N+X’战略合

作框架，与北京、上海、广东等14个省市建立

科技合作关系。不断深化吉浙对口科技合作，

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科技交流合作。

目前，我省高新技术企业达到2705户，科技

‘小巨人’企业达到1049户，科技型中小企业

入库1360户。”

我省区域创新能力排名上升幅度全国最大
位列东北第一

本报12月14日讯（记者马璐）今晚，第十

六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相约电影摇篮 相聚冰

雪长春”系列群众文化活动在长春冰雪新天地

正式启动。

省东北风歌舞团携手多个群众艺术团体、

文化志愿者团队，为现场观众表演了大型舞蹈

《关东冰雪情》、“红色电影歌曲串烧”、情景舞

蹈《冰雪奇缘》和民族歌舞等精彩节目，热歌热

舞点燃了全场观众的热情。

作为第十六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的主体活

动，“相约电影摇篮 相聚冰雪长春”共推出系

列群众文化活动四大类30项208场，通过营造

浓厚的电影文化、冰雪文化氛围，展示“新中国

电影摇篮”独特魅力，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的

自豪感、获得感和幸福感。

其中，以国内外经典电影音乐为主要内容

的电影主题音乐会将于12月15日至24日举

办；“电影歌曲大家唱”合唱精品展演将于12

月16日举办，届时将有8至10支长春市优秀

合唱团队为市民带来一场电影歌曲的合唱盛

宴；以“网红钢琴”为主角的电影主题钢琴音乐

秀，将于12月16日、17日举办4场音乐秀活

动，演绎中外经典电影歌曲。

据了解，自1992年创办以来，成功举办了

15届的中国长春电影节，每届都会推出数百

场电影主题群众文化活动，让电影文化扎根群

众心中，融入城市文化血脉。

相约电影摇篮 相聚冰雪长春
第十六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群众文化活动正式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