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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赵梦卓）日前，“奋进新时代”主

题成就展在北京展览馆开幕。吉林元素惊艳亮

相，吉林展区亮点纷呈。一张张图片，一件件实

物，一个个模型，一段段视频，全景式、全方位展

示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

书记视察吉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记嘱

托、勇担使命，奋力开创吉林振兴发展新局面取

得的巨大变化和辉煌成就。

金风送爽，硕果飘香。走进北京展览馆广

场，“奋进新时代”五个大字鲜艳夺目，一旁展出

的便是一汽红旗E-HS9汽车，其外观大气时尚富

有科技感，吸引了不少观众“打卡”拍照。“看到室

外展区的红旗汽车及展柜里摆放的中国第一汽

车集团有限公司自主品牌汽车模型，令人十分振

奋，汽车这张吉林的‘名片’果然名不虚传。透过

这些吉林元素，让我们近距离感受到了震撼人心

的‘大国制造’，看到了一个朝气蓬勃、快速发展

的吉林。”北京市民李鑫说。

“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设序厅、中央综合

展区、地方展区、展望展区、室外展区和互动展区

6个展区，面积超过3万平方米，运用图片、实物、

模型等6000多项展览要素，充分展现了新时代

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

变革。

漫步于展厅，多处吉林元素精彩呈现。在中

央综合展区，一汽解放重型卡车在长春总装下

线、渔民在查干湖冬捕等图片讲述着奋斗不息的

吉林故事。

而在吉林展区，浓浓的黑土地风情更是广受

好评，连连获赞。吉林制造、吉林味道、吉林美景

……极具代表性的特色展示将精彩吉林生动鲜

活地呈现出来，让人流连忘返。展区紧扣“奋进

新时代”主题，设置了“书写吉林振兴的精彩答

卷”“争当农业现代化的排头兵”“打造东北亚地

区合作的中心枢纽”“绘就白山松水的壮美画卷”

“展现‘幸福吉林’的暖心底色”5个单元，展示了

“吉林一号”卫星、中车长客制造的京张高铁复兴

号智能动车组、一汽红旗汽车、吉林大米等颇具

吉林特色的展品，让观众沉浸式欣赏吉林非凡十

年波澜壮阔的发展画卷，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喜欢

吉林、向往吉林。

在“绘就白山松水的壮美画卷”单元，看到

一汽红旗雪车、长春百凝盾冰刀、辽源自发热滑

雪袜等展品，不少参展观众产生了浓厚兴趣。

“身为一名南方人，我还没有见过鹅毛大雪，今

天在吉林展区看到了丰富的冰雪元素，尤其是

滚动播放的查干湖冬捕视频非常精彩，令我心

生向往，希望尽快有机会带着家人一同去吉林

旅游。”观众张雪辉说。

驻足展厅，仿佛进入了一条时光隧道，十年

来吉林实干争先的非凡历程和辉煌成就浓缩于

此，一张张图片，一件件实物，让参展观众可观、

可知、可感。吉林全面实施“一主六双”高质量

发展战略，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走出

了一条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结构更优、优势充

分释放的发展新路。

吉林元素精彩亮相“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

“看，这就是热搜中的‘吉林一号’卫星！”今

天，在“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吉林展区，参展

观众付卓鑫兴奋地指着“吉林一号”卫星模型对

同伴说。

作为一名航天爱好者，付卓鑫一直关注着

“吉林一号”卫星的相关动态。今年国庆节期间，

“吉林一号”卫星从太空传回一组我国各地的高

清影像，俯瞰祖国大江南北，为祖国庆生。该消

息一度登上微博热搜榜前三位，备受瞩目。

十年来，从无到有，从有到新，长光卫星技术

股份公司闯出了一条商业遥感卫星之路。目前，

已有70颗“吉林一号”卫星在轨运行，公司成为

东北三省首家、吉林省唯一一家“独角兽”企业。

“吉林省还是新中国光电子产业的摇篮，依托光

电信息产业优势，倾力打造‘卫星’新名片。”伴随

着解说员的讲解，参展观众们纷纷忙着记录、拍

照。

“虽然我还没机会去吉林，但是对于吉林‘卫

星’、高铁动车组以及红旗汽车等享誉中外的品

牌都很熟悉。吉林近年来的变化发展有目共睹，

通过这样一次全景式的展览，更是令人神往。”观

众董竞飞说。

步入吉林展区，映入眼帘的第一个单元“书

写吉林振兴的精彩答卷”中，不仅有“吉林一号”

卫星和建设“陆上风光三峡”工程等图片，还带来

了中车长客制造的京张高铁复兴号冬奥智能动

车组、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自主品牌汽车

等模型，以及吉化公司的乙丙橡胶、吉林化纤ABS

树脂产品等实物，全方位展示了我省汽车制造、

轨道客车、石油化工、生物医药、新能源、光电子、

卫星及应用等发展势头强劲的产业。一直以来，

我省坚持创新引领，着力把长板锻长、把短板补

齐，优化产业布局，持续推动转型升级，激发活力

动能，发展质量效益明显提升，内生动力持续增

强。

参展观众们纷纷赞叹，看到这些内容，更直

观地了解了吉林省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

史性变革。

吉林，未来可期！

“我看到热搜里的‘吉林一号’卫星了”
——直击“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吉林展区①

本报记者 赵梦卓

本报讯 近日，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发出通知，印发

《关于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

的若干举措》。通知全文如下：

各市（州）党委和人民政府，长白山开发区党工委和管委会，梅
河口市委和人民政府，省委各部、委，省政府各厅、委和各直属
机构，各人民团体：

《关于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促进形成新发

展格局的若干举措》已经省委、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

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中共吉林省委办公厅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2年9月30日

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若干举措》

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

今年，大安市共落实农
作物播种面积285万亩，粮
食 作 物 268.3 万 亩 ，目 前
181 万亩玉米和 68 万亩水
稻全进入收获期。图为安
广镇永丰村村民正在收获
玉米。 姜伟明 摄

本报10月 9日讯（记者李晓静）今天 7时

43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采用长征二号

丁型运载火箭，成功将先进天基太阳天文台

“夸父一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

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由长春光机所研

制的莱曼阿尔法太阳望远镜也随“夸父一号”

成功发射升空。

莱曼阿尔法太阳望远镜是中科院先导专项

“夸父一号”卫星上的三个载荷之一，是我国第一

台空间太阳莱曼阿尔法波段日冕仪，由长春光机

所空间一部陈波副总工团队牵头研制。“莱曼阿

尔法日冕仪采用了创新的双波段设计方案，可以

同时监测太阳从日面到2.5太阳半径日冕区域

的活动和变化，为科学研究和空间天气预报研究

提供数据。”陈波说。

先进天基太阳天文台“夸父一号”卫星是由

我国太阳物理学家自主提出的综合性太阳探测

专用卫星，是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先导专项继

“悟空”“墨子号”“慧眼”“实践十”“太极一号”“怀

柔一号”之后，研制发射的又一颗空间科学卫星，

实现了我国天基太阳探测卫星跨越式突破。

先进天基太阳天文台卫星成功发射
长春光机所研制太阳望远镜随“夸父一号”升空

建 强 战 斗 堡 垒 夯 实 执 政 之 基
——党的十九大以来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工作综述

（第四版）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义》英文版出版发行
（第三版）

喜迎二十大

（《关于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促进形
成新发展格局的若干举措》全文见12版）

福州，有福之州。

“一生中最好的年华在这里度过”，2021年3月，习近平

总书记在福建福州考察调研时深情地说，“现在的建设都符

合这个方向，跟我们当时设想是一致的，而且发展得比我们

设想还要好。希望有福之州更好造福于民”。

1993年，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同志高瞻远瞩地指

出，“福州在大踏步迈向新世纪的进程中，首先要有一个立

足于科学、切合于实际的长远的战略设想，才能使福州的改

革开放事业谱写出最宏壮的乐章”。他亲自主持编制了《福

州市 20 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设想》（简称“3820”战略工

程），系统谋划了福州3年、8年、20年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

步骤、布局、重点等，明确了“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的宏伟

目标，为福州擘画了美好蓝图，确立了总纲领、总方略。

蓝图指引，久久为功，30年踔厉奋发，“3820”战略工程见

证伟大思想历久弥新的实践伟力。

牢记嘱托，继往开来，30年接续奋斗，有福之州正在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一）擘画二十年战略 推动跨世纪工程

一个地方要繁荣发达，其决策者与人民必须有
坚韧不拔的远大志向。

——习近平：《〈福州市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
设想〉序》

1990年6月的一天，天气异常炎热。刚担任福州市委书

记不久的习近平同志登上一艘小客轮，沿闽江往出海口顺流

前行。

那时的闽江两岸还是一片荒芜的景象，滩涂粗陋、树木

杂乱。习近平同志在客轮的桌子上摊开福州市地图，一路

看、一路听、一路思考。随行人员后来意识到，这不是普通调

研，而是一项战略工程谋划的起点。

福州，地处东海之滨、闽江之畔，是积淀深厚的历史文化

名城，也是全国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

上世纪90年代初，福州发展困难重重。虽然是省会，

但工业底子薄，以轻工业为主，一条工业路基本就可摸清

家底；财政压力大，可动用的财力大概只有两亿元，仅是

“吃饭财政”；交通闭塞，无高速公路、无大型港口、无大型

机场；干部的思想观念、发展理念与沿海先进地区也有差

距……

习近平同志一到福州任职，就以调查研究开路，深入思

考发展问题。从1990年4月到1992年5月，他有三分之二以

上的时间都在基层调查研究、思考酝酿。在他的推动下，福

州市把每年3月定为调查研究月，大兴调研之风，推动科学决

策。

东方风来满眼春。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吹响

了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号角。习近平同志敏锐地意识到，

福州的机遇来了。他形象地说，“福州是充满机遇的地区，能

快的就不要慢。这好比空中飞来一群大雁，我们良弓在手，

贵在速发。”

谋一域先谋全局，谋一时必谋万世。

1992年5月22日，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市党代会上强调：

“必须加快经济建设步伐，做到每3至5年上一个新台阶，尽

快改变港澳粤闽台南中国海区域内我们处于‘后排就座’的

状况。现在我们组织了一个班子，准备做些深层次的探讨，

研究20年后福州市将达到怎样一个发展水平。”

在习近平同志领导下，福州开展了“3820”战略工程万

人问卷、千人调研、百人论证。1627名干部围绕581个课题

调查研究，完成了367篇调研报告。课题组分赴广东、海南、

上海、北京等地考察，借鉴先进经验。市委召集各领域的专

家学者、企业负责人，先后召开数十场不同类型的征求意见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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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志还要求在《福州晚报》刊发调

查问卷，征求市民建议。半个月时间，就回收

28785张答卷、24536条建议。群众参与热情

高涨，一对离退休老夫妇连续数天乘车在市里

调查，就城市交通、商业网点等问题提出10多

条建议。

历时半年、十易其稿，1992年11月，倾注

了习近平同志大量心血、凝聚集体智慧的《福

州市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设想》，在福州市

委六届六次全会上审议通过。

习近平同志多次要求跳出福州看福州，

放眼全国乃至全世界来谋划发展。着眼于

21世纪、着眼于海峡两岸交流、着眼于全面

发展，“3820”战略工程谋定了福州发展蓝图。

——明确三个战略步骤。用3年时间即

到1995年使经济上一个大台阶，主要指标在

1990年基础上再翻一番；力争用8年时间即到

2000年，使全市城乡各项人均水平等主要指

标达到国内先进城市的发展水平；用20年时

间即到2010年左右，达到或接近亚洲中等发

达国家或地区当时的平均发展水平。

——形成完整发展体系。立足于人文和

区位优势等“四个发展基础和条件”，规划了市

区、北翼、南翼等“七个战略布局”，明确了拓宽

开放领域、加快各类投资区建设等“十二个战

略重点”。制定了鼓楼、台江等13个县（市）区

发展计划，形成了金融、农业、工业、环保等27

个专项安排，确定了长乐国际机场、福州港、冠

捷电子、闽江防洪堤等40个重点工程。

——构建科学指标体系。在全面比较

广州等 29 个城市主要指标 的 基 础 上 ，

“3820”战略工程对福州国内生产总值、城镇

居民收入等进行测算，设定目标。要与亚洲

中等发达国家比较，必须进行货币折算。但

如何测算，大家都没经验，犯愁了。习近平

同志说，统计学有个“购买力平价法”，看看

能不能在这方面突破。一语点出思路。市

委还邀请专家作“购买力平价法”专题辅

导。“3820”战略工程主要指标均按购买力平

价法测算，并作详细说明，同步纳入“八五”

计划和十年规划。 （下转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