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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不移稳增长

本版编辑 王春苗 刘冰

二十五载栉风沐雨，二十五载春华秋实。“一国

两制”在香港的丰富实践给我们留下很多宝贵经

验，也留下不少深刻启示。

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

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上，习近平主席深刻总结

“一国两制”在香港的丰富实践取得的4条重要经验：

必须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必须坚持中央全

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相统一；必须

落实“爱国者治港”；必须保持香港的独特地位和优

势。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视野宏阔、内

涵丰富，为保持香港繁荣稳定、确保“一国两制”事业

行稳致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回归祖国25年来，香港发挥连接祖国内地同

世界各地的重要桥梁和窗口作用，国际金融、航运、

贸易中心地位稳固，以宪法和基本法为基础的特别

行政区宪制秩序稳健运行。过去一个时期，香港经

受一次次严峻考验，战胜一个个风险挑战，历经风

雨后，香港浴火重生，作为国际大都会的勃勃生机

令世界为之赞叹。“一国两制”实践在香港取得举世

公认的成功充分表明，“一国两制”具有强大生命

力，是确保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维护香港同胞福祉

的好制度；实行“一国两制”，有利于维护国家根本

利益，有利于维护香港根本利益，有利于维护广大

香港同胞根本利益。25年的实践告诉我们，只有深

刻理解和准确把握“一国两制”的实践规律，才能确

保“一国两制”事业始终朝着正确的方向行稳致远。

(下转第二版)

确保“一国两制”事业始终朝着正确的方向行稳致远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上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

这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中英文版的精装版和平装版。在全党全社会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之际，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

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由外文出版社以中英文版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新华社记者 张玉薇 摄

今春疫情期间，我省皓月集团勇于扛起龙

头企业责任与担当，一手抓抗疫保供、一手抓

项目建设。57天里近千名驻厂员工昼夜连续生

产，产品按照团购价格直供院校和社区，全力

保障我省“菜篮子”平稳供应。1－5月份，皓月

吉林中心工厂实现产值46.36亿元，同比增长

20%以上，体现了龙头企业的责任与担当。

今年的省委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要以农

产品深加工和发展食品工业为重点，推动农

业全产业链发展，打造全国人民的粮仓肉库、

中央厨房、食品加工厂，让吉林的优质农副产

品、肉食品进厨房、上餐桌、装口袋，促进产品

增值、产业增效、群众增收。

从1998年筹建肉牛屠宰深加工项目，到

成为首批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和

畜牧业民生保供企业，如今，皓月集团构建了

以良种繁育及肉牛养殖、反刍饲料、食品加

工、生物大健康、制革、有机肥六大产业为核

心的肉牛全产业链，年屠宰加工肉牛100万

头、肉羊200万只，产业规模、品牌价值、进出

口贸易额等多项稳居同行业全国第一。

担负起助推我省“千万头肉牛”工程重

任，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肉牛产业，正是皓月

之“牛”。

育良种稳根基 牛产业造“富”于民

整洁的圈舍、先进的养殖设备，一走进皓

月集团沃金黑牛养殖示范基地，一幢幢标准化

牛舍通透敞亮、一字排开，喂料机、消毒机、按

摩机等设施一应俱全，棚内一头头肉牛毛色光

亮黝黑、膘肥体壮，“哞哞”的牛叫声响彻牛场。

好品种卖好价格，良种是牛产业发展的

“芯片”。“从建厂以来，我们就开始引进西门

塔尔、夏洛来等系列良种牛进行品种改良。采

用胚胎移植、良种繁育等科技手段，以日本和

牛为父本，延边黄牛为母本，历经多年繁衍出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沃金黑牛。”皓月公司管

理副总裁张凯说。

良种配良法。通过与美国环球总畜公司、

加拿大太平洋遗传中心、中国农科院、吉林大

学等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合作，皓月集团建

立了先进的胚胎实验室、肉牛营养品质研究

室、饲料营养研究室，形成了机械化、规模化、

标准化、生态化、智能化的“五化”高效饲养模

式及动物营养方案。

为从源头上确保牛源的稳定供给，皓月

集团坚持数量和质量并重，采取自养、订单养

殖和备案饲养场3种模式，先后建立了长春、

蛟河、西阳、穆棱等绿色生态养殖示范基地，

与加拿大西部肉牛集团合作建立了东丰、开

封、肇州等现代万头肉牛养殖基地，成立了农

鑫担保公司，实施牛源“草根化”战略，以“养

户直签”方式，创建了万家合作养户群。

“公司负责提供饲料、防疫、收购，还给上

保险，俺只管按要求养牛，还能照顾家里，这

日子过得多舒坦。”谈及收益，农安县农安镇

卜尔墩村农民李世军笑得合不拢嘴，他对记

者说，合作十几年来，养牛从3头到现在的

120头，一年收入能达到50多万元。

通过龙头企业带动，让农民从产业化经

营中得到更多实惠，24年来，皓月集团累计

带动了210个乡镇，20多万农户通过养牛致

富增收，年消化玉米秸秆750万吨，真正实现

了农民养牛“零风险，稳收入”。

筑牢食品安全底线 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近

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粮食安全

的范畴也由主食消费安全扩展到肉蛋奶安全。

戴好口罩、出示吉祥码、测温、登记人员

信息……在门口完成一系列“规定动作”后，

记者进入皓月集团厂区，“保障肉食品安全、

为人类奉献健康”“食品质量就是企业生命”

等标语映入眼帘。 （下转第三版）

皓 月 之“ 牛 ”
——皓月集团助推我省“千万头肉牛”工程高质量发展纪事（上）

本报记者 张力军 闫虹瑾

本报讯（记者邹鹏亮）6月30日，吉林省汪清抽水蓄能电

站预可行性研究报告顺利通过审查，标志着这一重大能源项

目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电站全部建成后将成为国内最大抽

水蓄能电站集群。

审查会前，与会专家和代表现场查勘了汪清抽水蓄能电

站上水库、下水库等部位的地形，查看了岩芯库、平洞等地质

条件。会议期间，与会专家听取了设计单位的介绍，围绕规

划、地质、水工、施工、机电、水库、环保、造价8个方面进行了

分组讨论和审议，一致认为报告编制满足预可研阶段的勘测

设计要求。

吉电股份汪清抽水蓄能电站工程是国家“十四五”重点项

目，是我省系统布局东部“山水蓄能三峡”打造国家级清洁能

源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位于延边州汪清县境内，根据

吉电股份与汪清县政府签署的汪清抽水蓄能电站项目专项投

资合作协议，汪清抽水蓄能电站将分三期建设，规划总容量

500万千瓦，项目总投资127亿元，工程总工期79个月。项目

建成投产后，将有力拉动区域经济增长，为促进乡村振兴和我

省能源低碳转型、高质量发展提供优质稳定的绿色动能。

我省“山水蓄能三峡”建设再提速
汪清抽水蓄能电站预可行性研究报告通过审查

本报讯（记者华泰来 祖维晨 马

璐 王春宝 隋二龙 袁松年）历史是最

好的教科书，也是坚定信念的营养剂。

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101周年之

际，我省各地各部门组织党员干部，走

进“三地三摇篮”主题纪念设施，开展

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党日活动，

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唱响爱

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时代主旋律。

革命烈士的鲜血铸就了革命成功，

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

军队四战四平，以牺牲近2万人的代价取

得了四平之战的最后胜利。

近日，四平市组织全市各级党组织

和党员，持续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学习宣传和贯

彻落实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充分利

用“四战四平”红色资源，组织党员干部

到四平战役纪念馆、四平塔子山战斗遗

址等场所，重温入党誓词，开展主题党

日活动，坚定理想信念，补足精神之钙。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掀起波

澜壮阔的抗日斗争。1934年，东北抗

日联军总指挥部在当时的临江县成

立，杨靖宇担任总指挥。点点星火，凝

聚起无限力量，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

出了重大历史贡献。

沥沥小雨中，靖宇县370余名机

关党员干部来到杨靖宇将军殉国地，

肃立在纪念碑前，向杨靖宇将军默

哀，表达对革命烈士的无限追思和怀

念。面对鲜红的党旗，党员干部们庄

严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

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

员义务……”。参加活动的党员干部

纷纷表示，要传承红色精神、赓续红

色血脉，弘扬伟大抗联精神，凝聚奋

进力量，积极履职尽责、苦干实干，为

全面建设践行“两山”理念试验区作

出更大贡献。

青山埋忠骨，山河念英魂。在风光秀美的鸭绿江畔，四保

临江战役纪念馆依山而建，一件件珍贵的文物和史料，诉说着

东北解放战争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史。

连日来，四保临江战役纪念馆认真学习贯彻省第十二

次党代会精神，集中召开主题学习工作会议，利用小分队讲

故事、英雄后代话党史、小板凳故事会等丰富多彩的宣讲

形式，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充分发挥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作用，挖掘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讲好红色故事、讲好

党的故事。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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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邹鹏亮）6月30日上午，在长春市轨道交通6

号线祝家屯铺轨基地，两架龙门吊将首节25米轨排平稳地吊

运至左线铺设位置。这标志着6号线轨道工程全线开铺。

长春市轨道交通6号线全长29.57公里，共设车站22座，其

中换乘站9座，横跨绿园区、汽开区、高新区、南关区、净月开发

区，途经长春西站、岱山公园、欧亚卖场、南溪湿地公园、吉林省

博物院、长影世纪城，是城市南部的东西向填充线，也是中心城

区南部的联络线。中国中铁一局新运公司承担全线63.73公里

正线铺轨、34组道岔铺设及西湖停车场、吴家店车辆段的施工任

务。全线设置7个铺轨基地，投入使用8台龙门架、24台新能源铺

轨机、10辆轨道车，施工高峰将有超过1200人同时作业。

目前，工程已完成铺轨基地场地硬化、龙门吊组装报验、

轨行区移交、施工测量等前期准备工作，为铺设轨道做好充分

准备，在保障安全质量的前提下加快推进施工进度。新能源铺

轨机的使用将提高施工效率，践行了绿色环保施工理念。

长春地铁6号线轨道工程全线开铺
时下，扶余市肖家

乡白面铺村的花生地

里，绿油油的花生苗长

势喜人。近年来，扶余

市积极推动高效生态特

色农业发展，加快花生

特优区建设，做强龙头

企业、精深加工、品牌建

设，采取“龙头企业＋合

作社（家庭农场）＋基

地＋农户＋标准化”的

运行模式，花生产业不

断壮大，已成为全市第

二大支柱产业。

李广友 摄

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 在全党全社会喜

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之际，中央宣传部（国

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

院、中国外文局编辑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四卷，由外文出版社以中英文版出版，面向

海内外发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

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相结合，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党成

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从新的实际出发，创立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

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

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至三卷出版以

来，在宣传党的创新理论、激发人民奋斗实践、

展示中国良好形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两年

多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党和人民应变局、

开新局的伟大实践中，对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

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新的深

邃思考和科学判断，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

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进一步科学回答了

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收入了习近

平总书记在2020年2月3日至2022年5月10

日期间的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指示、贺信

等109篇，分为21个专题。为了便于读者阅

读，编辑时作了必要注释。该书还收入习近平

总书记2020年1月以来的图片45幅。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生动记录了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百年变

局和世纪疫情相互叠加的复杂局面，面对世

所罕见、史所罕见的风险挑战，统筹国内国际

两个大局，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

筹发展和安全，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伟大实

践，集中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

最新成果，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共建美好世界的最新贡献，是全面

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开辟新境界、实现新飞跃的权威著作。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的出版发

行，对于推动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捍卫“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在新时代

新征程上团结奋斗、勇毅前行，以统一思想和

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对于帮

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最新发

展，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

认识，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中英文版出版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