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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28日电 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

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

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

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进行现场直播。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日上午举行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习近平同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分别向中国阿根廷人文交流高端论坛致贺信

人民日报任仲平文章：掌握历史主动 凝聚奋进伟力
（第五版）

（第三版）

投身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立志千秋伟业；

奋进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人矢志砥砺前行。

2022年9月25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

表名单正式向社会公布。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38个

选举单位精心组织、周密安排，选举产生了党的二十大代表。

他们是从全体党员中千挑万选出来的、经各级党组织逐级遴

选产生的优秀分子。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负重托、接续奋斗。

2296名代表肩负着9600多万名党员、490多万个基层党

组织的重托，凝聚着全党的意志，承载着人民的期望，履行着

神圣的职责。大会期间，代表们将听取和审查中央委员会的

报告、审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报告，反映广大党员、群众

的意见和要求，讨论并决定党的重大问题，选举新一届中央委

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高度重视代表选举

工作，作出全面部署、提出明确要求，确保代表选举工
作圆满完成

2022年8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建议，中国共产党

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于2022年10月16日在北京召开。

时代方位标记在历史坐标上。

即将召开的党的二十大，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将科学谋划未

来5年乃至更长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目标任务和大政方

针，事关党和国家事业继往开来，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

命运，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下转第三版）

肩负光荣使命 勇担历史重任
——党的二十大代表诞生记

新华社记者

本报9月 28日讯（记者黄鹭）今

天，省委书记景俊海到长春莲花山生态

旅游度假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重要讲话重要

指示精神，始终坚持保护生态和发展生

态旅游相得益彰，全面实施“一主六双”

高质量发展战略，持续提升旅游经济发

展质量效益，更好聚集人气、促进消费、

激发活力，不断为新时代吉林振兴发展

增添新动能。

莲花山滑雪场升级改造项目正在

紧张施工，雪具大厅等雪场基础设施已

经初具规模。景俊海实地察看项目建

设进度，要求加快推进施工，尽快建成

运营，全力备战新雪季。要提前谋划筹

备新雪季各项活动和赛事，抓紧沟通对

接，做足准备工作，切实做到全时段贯

通、全要素联动、全方位覆盖，确保雪季

全周期活动有热度、有影响。要进一步

完善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方便游客进

行常态化核酸检测，保障游客玩得安全

放心、畅快尽兴。

山林秋色，叠翠流金，好似一幅斑斓

多彩的画卷铺陈眼前。景俊海来到莲花

山浅山星空露营地，详细了解旅游设施

建设和服务开展等情况，与宿营游客亲

切交流。他强调，要紧密结合莲花山资

源特点，因地制宜推出旅游服务新业态

新模式，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旅游需求，

精准挖掘消费潜力，有效拉动经济增长。

调研中，景俊海强调，莲花山生态

环境良好、资源禀赋优越，发展冰雪和

避暑休闲生态旅游前景广阔、大有可

为。要着力抢抓国庆旅游黄金周契机，

积极开展旅游宣传推广，谋划好旅游和

促销活动，更好地促进新旅游、拉动新

消费。要着力发展四季旅游，全面抓好

旅游产品包装、域外市场开拓、基础设

施完善，打通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精

心推出一批高水平“网红打卡地”，聚力

发展避暑康养、研学旅游等新业态，努

力形成联动冬夏、带动春秋、驱动全年、

四季皆有特色的全时段旅游发展格

局。要着力发展寒地冰雪经济，持续做

好后冬奥时代“冰雪+”文章，坚持竞技

体育和群众体育一体推进，积极承办国

内外高水平冰雪赛事，广泛开展各类群

众冰雪活动，不断优化冰雪产业供给，

完善冰雪经济体系，塑造冰雪文化品

牌，进一步推动冰雪旅游精品化、冰雪

运动大众化，吸引更多游客到吉林滑

雪、玩雪、赏雪，有效放大产业发展带来

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不断

提升吉林冰雪旅游知名度和美誉度，助

力吉林建成冰雪产业大省、冰雪旅游强

省和世界级冰雪旅游目的地。

张志军、李伟、刘凯参加调研。

景俊海在长春莲花山生态旅游度假区调研时强调

持续提升旅游经济发展质量效益
更好聚集人气促进消费激发活力

本报9月28日讯（记者黄鹭）今天，

省委书记景俊海以不打招呼、直达现场

方式，到长春市突击检查疫情防控工

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持续完善疫情防

控措施，坚决守住外防输入关口，努力

保障人民群众度过健康平安祥和的国

庆假期。

当前正值旅游旺季，长春龙嘉国际

机场人流如织、十分繁忙。与2019年同

期相比，我省所辖机场旅客吞吐量恢复

率位列全国第三，其中长春龙嘉国际机

场旅客吞吐量恢复率位居全国千万级

机场第一。截至9月24日，长春龙嘉国

际机场今年累计运送旅客已经超过530

万人次。景俊海来到机场航站楼，实地

察看疫情防控、旅客安检等工作情况，

要求引导外地旅客积极配合完成“落地

检”，科学调配航运生产力量和服务保

障人员，做好应急处置准备，确保机场

安全运行。

在长春高速东口，景俊海详细检查

各项防疫措施落实情况，强调要严格排

查入省车辆人员，坚决把住高速公路入

口关。在长春火车站换乘中心，景俊海

实地检查“落地检”执行情况，与检测人

员深入交流，要求长春市加强检测人员

培训，科学安排轮换班次，确保操作规

范、工作高效。景俊海来到香格里拉大

酒店，要求严格查验入住人员核酸检测

报告，着力做好客房和公共区域环境消

杀，把防控要求和各项措施融入日常工

作流程中，进一步提高防控能力水平。

检查中，景俊海强调，国庆假期即将

来临，长春市要毫不动摇坚持“外防输

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

针，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

坚持关口前移、源头严控，科学精准做好

外防输入各项工作，彻底切断疫情输入

途径，坚决做到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

住、发展要安全。要严格入吉通道管理，

落实重点地区返（来）吉人员排查措施，

扎实做好国庆假期旅游景区疫情防控，

在机场、火车站、客运站、高速路口、酒店

宾馆等附近广泛布置核酸检测采样点，

方便群众就近检测。要严格执行重点岗

位人员日检测制度，进一步强化全流程

闭环管控，突出抓好冷链物流运输各环

节管理，全面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确保

人、物、环境同防措施落实到位。要严格

按照第九版防控方案、落实“九不准”要

求，精准管住极少数、科学放开大多数，

坚决防止简单化、一刀切、层层加码，有

效保障国庆假期人员有序流动。

张志军、李伟、安立佳参加检查。

景俊海在长春市突击检查疫情防控工作时强调

持 续 完 善 疫 情 防 控 措 施
坚 决 守 住 外 防 输 入 关 口

本报9月28日讯（记者于小博）今
天，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安全生产工

作调度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

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防范

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省委书记景俊

海作出批示。省委副书记、省长韩俊

出席会议并讲话，就相关工作作出部

署。

景俊海强调，国庆假期临近、党的

二十大召开在即，全省上下务必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

论述，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始

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时刻

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遏制重特大

事故发生，持续营造安全稳定的发展环

境，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

开。要进一步压紧压实各行各业安全

生产责任，坚持“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

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

全”，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

岗双责”，严格按照“五化”闭环工作法

专班开展安全风险排查整治，切实保障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

定。

韩俊强调，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国

务院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

向，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进一步

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全力抓好安全

生产工作，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一要科

学研判全省安全生产面临的严峻形势，

以极端负责态度，对安全生产工作再部

署、再强调，把工作举措再细化、再落

实，坚决消除盲点误区死角，确保全省

安全形势稳定。二要全面推进消防等

重点领域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省里决

定立即在全省开展消防安全大检查、每

日查，把使用瓶装液化气、燃气的饭店

作为重点，针对堵塞消防通道、使用不

合格灶具、软管脱漏、违规使用铁栅栏

和牌匾封堵门窗等问题，全面组织开展

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真正做到全面

排查到位、第一时间整改到位。要全面

整治生物燃油等违规隐患，立即开展专

项整治。要严格落实动火作业安全管

理措施，持续推进打通消防生命通道工

程，严格落实各项消防安全制度和保障

消防安全的操作规程，抓好日常消防安

全管理，严厉打击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建

筑材料的行为。 （下转第二版）

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安全生产工作调度会议

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
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景俊海作出批示 韩俊出席并讲话

本报讯（记者于小博）9月27日，盐

碱地等耕地后备资源综合利用暨国家

试点工作推进会议召开。省委副书记、

省长韩俊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

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

略，按照省委省政府要求，加快推进盐

碱地等耕地后备资源综合利用国家试

点工作，为实施“千亿斤粮食”工程提供

强有力支撑。

韩俊强调，加快推进盐碱地等耕地

后备资源综合利用，是挖掘新增耕地潜

力、拓展补充耕地渠道的重要途径，是

严守耕地红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

大战略决策。要高站位高起点推进盐

碱地等耕地后备资源综合利用和试点

工作，高质量抓好任务实施，夯实粮食

产能提升基础。

韩俊强调，一要强化规划引领。摸

清后备耕地资源数量、分布、水资源匹

配等情况，抓紧编制建设总方案和年

度、地区具体建设方案，推动重点任务

加快落地。二要强化技术支撑。在良

田、良种、良机、智慧农业上下功夫，通

过土地平整、深耕深松等措施改善土壤

结构，施用土壤改良剂、有机肥等提升

地力；加强耐盐碱作物筛选培育，做大

做强“育繁推”一体化育种企业，选育推

广一批绿色高产的耐盐碱作物品种；用

好有序抛秧机等高端智能安全农机，广

泛应用5G技术、无人驾驶等先进技术，

打造大安松嫩平原苏打盐碱地治理研

究院等一批创新平台。三要夯实水利

基础。坚持“以水定地”原则，加快引嫩

入白扩建、大安灌区二期、松原灌区等

骨干水利工程建设，完善干支渠输水排

水体系，优化水土匹配格局。坚持节水

和用水并重、治污和用水并举，做好灌

区退水净化处理，提升区域水生态，变

“水瓶颈”为“水支撑”。四要强化项目

实施管理。统筹水源配套、灌区建设和

改造工程项目，强化新增耕地项目建设

和管理，确保治理后耕地质量达到高标

准农田标准。统筹农业生产设施配套，

实施田水路林村综合整治，抓好项目竣

工验收及后期管护工作，确保治一片、

成一片、见效一片。 （下转第二版）

盐碱地等耕地后备资源综合利用暨国家试点工作推进会议召开

扎实推进盐碱地等耕地后备资源综合利用试点
为实施“千亿斤粮食”工程提供强有力支撑

韩俊出席并讲话
本报9月28日讯（记者李抑嫱）按照

省委关于开展“基层建设年”要求，今天

下午，省政协主席江泽林来到长春市，围

绕“协商文化与基层治理”进行调研。

长春市朝阳区乐山镇辛屯村围绕

村党组织领导的村级议事协商机制建

设、议事协商形式创新、议事协商成果

运用等方面探索形成了“4+2”协商模

式，去年入选全国村级议事协商创新实

验试点单位。江泽林一行走进辛屯村，

与相关负责人和基层群众深入交流，详

细听取村情、基层治理和村级议事协商

组织架构、制度建设、议事流程、活动开

展等情况。

江泽林强调，人民政协是国家治理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协工作必须向下延

伸并和国家治理层级相适应，推动政协协

商与基层治理有效结合。（下转第三版）

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 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
江泽林到长春市调研

在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体
现新担当，在走出一条质量更高、效
益更好、结构更优、优势充分释放的
发展新路上实现新突破，在加快推
动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的征程上展现新作为。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
一直对吉林念兹在
兹。党的十八大以
来，总书记先后三次
来吉林视察，为我们
指明了前进方向。
全省上下牢记总书
记殷殷嘱托，全面推
动振兴发展。本报
今起策划、推出“牢
记嘱托·吉林实践”
特刊，生动展现吉林
忠实践行总书记嘱
托、振兴发展进入

“上升期”“快车道”
的实践和成果，迎接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
开。本期主题是走
出一条振兴发展新
路。详见6-7版。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六次会议闭幕

“小积分”激活“大德治”
——通榆县探索“文明积分”模式系列报道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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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二十大”专栏：

多点支撑 多业并举 多元发展
我省全方位推动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

长春机场将迎来国庆节前客流高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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