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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长春7月24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近日在吉林考察时强调，要切实落
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
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决打好三
大攻坚战，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
落实“六保”任务，深入实施东北振兴战
略，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
攻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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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指出，明年我国将开始实施

“十四五”规划。“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开
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的第一个五年，谋划好“十四五”时期
发展十分重要。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的内部条件和
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
们要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必须
深入研判、深入调查、科学决策。党中
央正在组织制定“十四五”时期经济社
会发展规划建议。习近平希望各地深
入调研，聚焦面临的老难题和新挑战，
认真谋划“十四五”时期发展的目标、思
路、举措。

7月 22日至 24日，习近平在吉林
省委书记巴音朝鲁、省长景俊海陪同

下，先后来到四平、长春等地，深入农
村、社区、科技园区、企业，就统筹推进
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推进东北振兴、谋划“十四五”时期经济
社会发展进行调研。

吉林松辽平原素有“黄金玉米带”
和“大豆之乡”的美誉，是国家粮食主产
区之一。22日下午，习近平首先来到
地处松辽平原腹地的梨树县，在国家百
万亩绿色食品原料（玉米）标准化生产
基地核心示范区地块，听取吉林省和梨
树县农业发展和机械化、规模化种植情
况汇报。骄阳似火，沃野千里，绿浪滚
滚，无人机正在进行喷洒作业。习近平
指出，我十分关心粮食生产和安全。今

年夏粮丰收大局已定，秋粮要争取有好
的收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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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走进玉米地，察看黑土地实
验样品和玉米优良品种展示，了解农业
科技研发利用、黑土地保护情况。习近
平强调，农业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科技
现代化。要加强农业与科技融合，加强
农业科技创新，科研人员要把论文写在
大地上，让农民用最好的技术种出最好
的粮食。要认真总结和推广梨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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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习近平来到卢伟农机农民专

业合作社，听取合作社生产经营情况介
绍。社员们说，入社农户每公顷土地年
纯收入可达到万元以上，习近平听了十
分高兴。他强调，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市
场经济条件下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
现代农业的有效组织形式，有利于提高
农业科技水平、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
质、提高农业综合经营效益。要积极扶
持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探索不同的
专业合作社模式。希望乡亲们再接再
厉，把合作社办得更加红火。

随后，习近平参观了四平战役纪念

馆。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东北民主联军四战四平，近2万名将士壮
烈牺牲，为辽沈战役胜利创造了必要条
件，为解放战争积累了宝贵的城市攻坚
战作战经验。习近平认真观看，不时询
问，了解那段气壮山河的战斗历程。他
强调，我们一定要牢记革命先辈为中国
革命事业付出的鲜血和生命，牢记新中
国来之不易。创业难，守业更难。广大
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要很好学习了解
党史、新中国史，守住党领导人民创立的
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
社区曾经困难重重，环境脏乱差，经过
多年改造和治理， ■下转第4版

习近平在吉林考察时强调

坚持新发展理念深入实施东北振兴战略
加快推动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本报7月 24日讯 （记者 刘晓
冬）7月24日，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
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进一步
安排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自治
区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上半年
工作汇报；审议有关党内法规和文
件。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
任石泰峰主持会议。

会议认为，今年以来，全区上下坚
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统筹推进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决策部署，全力
以赴抓紧抓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
疫情防控各项措施，不失时机加快推
进复工复产复市复业复学，扎实做好

“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全区经

济运行呈现恢复性增长和稳步复苏态
势，各方面工作都取得了来之不易的
成绩。

会议指出，受严峻复杂的国内外
经济形势和我区经济结构性、体制性
矛盾叠加影响，当前经济运行中的困
难和问题依然十分突出。各地各部门
要按照自治区党委十届十二次全会的
安排部署，聚焦聚力、加劲加力抓好

“六稳”“六保”工作，采取超常规举措
加快扭转经济下滑态势，千方百计稳
住经济基本盘，努力把疫情造成的损
失补回来，争取全年经济发展好成绩。

会议强调，要争分夺秒抓项目、稳
投资，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抓紧在

产业转型、公共服务、生态环保、科技
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城镇老旧小区改
造等领域谋划储备和组织实施一批大
项目好项目，为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
撑。要把国家和自治区各项纾困惠企
政策落细落实落到位，在降低生产经
营成本、解决融资难题、优化和稳定产
业链供应链上多出实招，千方百计把
市场主体稳定住保护好。要更加重视
优化营商环境，持续深化“放管服”改
革，努力营造有利于提振经济活力的
市场氛围。要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
略，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
建设，做好保基层运转工作，坚决兜住
民生底线。要打好打赢三大攻坚战，

以实实在在成效保证全面小康成色。
各级领导干部要转变作风、狠抓落实，
经常深入生产建设一线现场办公、解
决问题，切实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出
成效。

会议审议了《内蒙古自治区党委
贯彻落实〈党委（党组）落实全面从严
治党主体责任规定〉的若干措施》和
《内蒙古自治区巡视整改工作暂行办
法》，强调各级党组织要增强抓好党建
工作的主责主业意识，深入贯彻新时
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扎实推动党中央
关于党建工作各项决策部署落实落
地。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
石泰峰主持

本报7月24日讯 （记者 章奎）7
月 24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组织召开
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民法典座谈会，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
局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
习贯彻全国人大常委会和自治区党委
的部署要求，动员全区上下扎实做好民
法典的学习宣传贯彻工作。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那
顺孟和出席会议并讲话，副主任王波主

持会议，副主任李荣禧、和彦苓，秘书长
施文学出席会议。

座谈会上，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自治区人民检察院、自治区司法厅、自
治区人大法制委员会、自治区律师协
会、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大学路街道人大
工委的6位同志从不同角度畅谈了学习
民法典的认识体会和贯彻落实的思路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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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组织召开
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民法典座谈会

本报7月24日讯 （记者 刘晓冬）
7月24日，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围绕
构建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举行2020年第六
次集体学习。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
主任石泰峰主持集体学习并讲话，强调要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事
业发展特别是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重要论
述，联系疫情防控斗争实践，结合内蒙古区
情实际，加快构建具有内蒙古特点的公共卫
生体系，为有效维护全区各族人民健康、更
好服务全国大局提供有力保障。

集体学习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体制改革司监察专员姚建红作了专题辅
导报告，讲授了大量的专业知识、政策措
施和实践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大家对新形
势下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认识和理解。

石泰峰指出，公共卫生涉及每个人的生
命安全和千家万户的幸福安康，既是民生问
题也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构建强大的公
共卫生体系，是由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决定
的，事关国家安全和发展大局，关乎“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实现。我们要从政治的、全
局的、战略的高度认识和把握构建强大公共
卫生体系的极端重要性，以强烈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谋实抓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切实把
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实到位。

石泰峰强调，我区地理条件特殊，公共
卫生基础条件薄弱，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具有特殊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要准确把
握党中央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要求，深入研究
我区面临的特殊情况和突出矛盾，坚持急难
先行、长短结合，把握特点、突出重点，着力补
短板、强弱项、填空白、消盲区，既解决好共性
问题，更解决好个性问题，力促公共卫生体系
建设有新的突破、大的跃升，切实履行好构筑北疆防线、保障全国大局的重大责任。

石泰峰强调，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既是当务之急也是长远大计，要按照党中
央关于构建强大公共卫生体系的总体部署，紧密结合我区实际创造性开展工作，突
出整体谋划、系统重塑、全面提升，在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增强早期监测预警能
力、健全重大疫病救治机制、深化爱国卫生运动、优化应急物资保障、推进科技创新、
强化法治保障上综合施策、精准发力、务求实效。要紧密结合编制实施“十四五”规
划，谋划推出重大规划、重大改革、重大政策、重大项目，牵引推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各项任务举措落地落实，有效维护全区各族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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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22日至 2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吉林省考察。这是 7月 22日下午，在四平市梨树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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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习近平走进玉米地，了解农业科技研发利用、黑土地保护情
况。 新华社记者 燕雁 摄

7月 22日至 2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吉林省考察。这是 7月 23日下午，习近平在长春市
一汽集团研发总院，同职工代表亲切交流。

新华社记者 燕雁 摄

本报乌兰察布7月24日电 （记
者 皇甫美鲜 实习生 郭羽）7月
24日上午 9时 46分，首列乌兰察布
至北京高铁从乌兰察布站出发，经2
小时2分抵达北京清河站。这是继去
年12月30日，从呼和浩特市首发进
京之后，首次从乌兰察布市出发进京
的高铁，标志着乌兰察布市搭乘高铁
快车，融入首都经济圈。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

布”。进京高铁从乌兰察布市首发，进
一步打破了牵制经济发展的地域格局
与交通壁垒，乌兰察布真正成为首都
的“后花园”，与北京进入同城时代。

乌兰察布将搭乘“高铁经济”快
车，按照“面向首都、服务首都”的发展
定位，进一步深化与北京市在教育、医
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全力建设北京
绿色农畜产品供应基地、北京清洁能
源输出基地和北京物流仓储基地。

乌兰察布始发北京高铁
正式开通

牢记统帅嘱托
奋力开创强军兴军新局面
——习近平主席视察空军航空大学时的

重要讲话在全军引起强烈反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