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作社鲜食玉米项目今年一定得上，抓紧时间
购买设备，力争让农民尽早见效益。”9月29日19时，
天色已晚，公主岭市范家屯镇乾程农民专业合作社理
事长王成仍在新建的厂房里忙碌。作为较早一批返乡
创业的农民典型，“70后”的他今年为合作社树立了一
个新目标——通过鲜食玉米项目，带领农民走上以一
二三产融合发展助力乡村振兴之路。

近年来，我市大力引导农民工返乡留乡创业，
以此带动就业、促进增收，涌现出一大批像王成这
样的返乡创业者。截至9月末，我市农民工返乡创
业人数累计达46036人，带动就业72212人。今年，
创建县级返乡入乡创业基地37个，申报市级返乡
创业基地16个。

近日，记者走进金秋的乡野大地，去探寻这些
带着资金、人脉、技术返乡创业的农民工是如何为
推动现代农业城建设贡献力量的。

“绿色通道”通往创业奔富路
“我最初选择从大城市回到家乡创业，看中的

正是我们农业大省的区位优势和人们对食品安全的
需求。”10年前，怀揣一份乡土情结，吉林省荣发生
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孙亚鹃回到家乡——宽
城区兰家镇，将有机食品的“一片蓝海”变成现
实。“现在正是采摘山葡萄的季节，我们‘十一’
期间就为小朋友举办自酿葡萄酒和认识五谷等活
动，带动更多人参与到现代农业城的建设中来。”

荣发公司从昔日默默无闻的乡镇企业，成长
为年收入 2500 万元的省级农民工返乡创业基地，
孙亚鹃说，最要感谢家乡对创业农民的一路扶持。

近年来，我市出台《长春市促进外出务工人

员返乡创业“春雁行动”实施方案》等政策，从
市场准入、创业培训等10个方面，为创业农民提
供项目引进、产品推介等指导帮扶，并以免费或

低价租赁方式提供创业场地，大幅提高创业贷款
扶持额度，解决创业者后顾之忧。同时，开辟返
乡创业“绿色通道”，建立农村就业创业综合服务
中心，专设农民工返乡创业服务窗口，“绿色通
道”助力返乡农民通向创业奔富路。

优化平台载体带动就业增收
“九台区人社局为我们请来长春市农科院的

专家，开展一对一答疑指导，专家定期入户辅
导，大大提升了基地的现代农业科技含量。”九台
区上河湾镇四台村庆山农业机械化专业合作社理
事长刘庆山如是说。走进合作社打造的香泉休闲
农业基地，蔬果飘香，一派丰收景象。从春播到
夏管，从秋收到脱粒，再到运输、烘干、储藏、
销售等，基地已全部实现农机作业，辐射带动周
边200户农民人均年增收9000元。

今年，为了更好地帮助农民工返乡创业，我
市通过推进实施“安心就业十大行动计划——促
进农村劳动力就业专项行动”，持续组织“就业创
业四季春”系列活动，创新开展送政策、送用
工、送专家“三送”服务，通过“96885”吉人在
线、长春就业创业网等平台，发布推送支持企业
吸纳重点群体就业政策，为企业发布用工信息，
并带领有用工意愿的基地企业深入各乡镇村屯，
吸纳周边农民就地就近就业，从而形成几何式就
业创业态势，促进农村产业兴旺、农民增收致富。

（下转2版）

“新农人”筑梦黑土地闯出新天地
——长春农民工返乡创业大潮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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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项规定，深刻改变中国。
2022年9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

的一项重要议程，即是审议《十九届中央政治局贯彻
执行中央八项规定情况报告》。

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对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作出新部署、提出新要求，修订
完善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则，推进全党作风建设不松
劲、不停步、再出发。经过坚持不懈努力，刹住了一些
长期没有刹住的歪风邪气，解决了一些长期没能解决
的顽瘴痼疾，党风政风焕然一新，社风民风持续向好。

八项规定，已成为作风建设的代名词、新时代共
产党人的一张“金色名片”。

一以贯之
推动作风建设走深走实

2022年8月16日，正在辽宁锦州考察的习近平总
书记来到辽沈战役纪念馆。

英烈馆内，悬挂着一面“仁义之师”锦旗。锦旗背
后的故事，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熟悉——

那是辽沈战役期间，锦州乡间的苹果已经熟了，
行军路过的解放军战士虽然饥渴难耐，却一个都没有
摘。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用铁的纪律赢得了民心。

“毛主席说‘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
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这样的苹果，我们现在也
不能吃。”总书记的话语意味深长。

时间回到2017年10月27日，党的十九大闭幕第
三天，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一届中央政治局第一
次会议。

会议的一项重要议程，即是审议《中共中央政治
局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则》，对贯彻执行中
央八项规定、推进作风建设作出细化完善、提出更高
要求。

这样的安排绝非巧合——
从十八届中央政治局一开始就为作风建设立下

规矩，到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研究同样的内
容并进一步深化细化，充分体现了中央政治局从自身
做起、以上率下的坚强决心，释放出一以贯之将作风
建设进行到底的鲜明信号。

作风建设无小事。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从关乎党的
兴衰存亡、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执政使命的
政治高度，严肃对待作风问题，一以贯之推进作风建
设。

每年召开的中央全会、中央纪委全会和中央政治
局民主生活会等重要会议，都对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
定、加强作风建设作出专门部署、提出明确要求；

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有99次、中央政治
局会议有19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有9次涉及作风
建设；

在全党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党史学习教育都将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作为

重要内容，并出台相关党内法规，完善党的作风建设制度机制；
……
作风建设既是攻坚战，又是持久战、攻心战。
面对会不会“变风转向”的观望、面对反弹回潮的压力，习近平总书记从推进党的自我革

命、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的政治和战略高度出发，就持之以
恒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深化作风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赋予作风建设新的时代内涵，
深化了作风建设规律性认识。

——论述作风建设的重大意义，强调“党的作风和形象关系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决定党和国家事业成败”，“我们党是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巩固长期执政地位、
始终赢得人民衷心拥护，必须永葆‘赶考’的清醒和坚定”；

——指出作风建设的根本关键，强调“加强作风建设必须紧扣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
这个关键”，“唯有踔厉奋发、笃行不怠，方能不负历史、不负时代、不负人民”；

——明确作风建设的重点任务，强调“要继续在常和长、严和实、深和细上下功夫，密切关
注享乐主义、奢靡之风新动向新表现，坚决防止回潮复燃”，“要把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为
重要任务”；

——丰富作风建设的方法途径，强调“以系统施治、标本兼治的理念正风肃纪反腐，不断增
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通过加强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
炼、专业训练，推动广大干部严格按照制度履行职责、行使权力、开展工作”；

——严抓作风建设的责任落实，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转变作风，身体力行，以上率
下，形成‘头雁效应’”，“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管好自身，还要管好家人亲戚、管好身边人
身边事、管好主管分管领域风气”；

……
2021年6月，建党百年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
在中央八项规定展板前，习近平总书记停下脚步、仔细察看：“现在这里面的8条，精简会议活

动、改进警卫工作、改进新闻报道、厉行勤俭节约，做得都不错，还是要反复讲、反复抓……”
“八项规定要一以贯之。”总书记坚定地说。

以身作则
为全党立标杆做榜样

“来吧，咱们一块儿坐坐，都介绍介绍自己。”
2022年4月，正在海南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五指山脚下的水满乡毛纳村，在村寨凉亭

内同基层干部、村民代表等围坐在一起，亲切交流、热情攀谈，尽显人民领袖对百姓的真挚情
谊。

以行动作号令，以身教作榜样。
每次考察调研都对安排方案亲自把关，不搞刻意设计，考察调研尽量安排紧凑，交流范围

和人数适当扩大，确保调研深入、务实高效；
每到一处考察，都扑下身子深入群众，嘘寒问暖、体察入微，带去党中央的关怀和温暖……
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入地方考察调研50余次，走过沟壑纵横的高原路，走过坡急

沟深的盘山路，走过滚滚麦浪的乡间路……总书记奔波的身影留在祖国大江南北、内陆边疆。
深入脱贫攻坚一线，面对面同基层干部和群众聊家常、算细账，要求全面小康“一个都不能

少”“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赴地方调研指导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强调要把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落实

到各个工作环节和具体行动中，让群众办事更方便、更踏实；
在疫情防控斗争的关键时刻飞赴武汉，强调“坚决打赢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坚定了

广大干部群众必胜信心；
……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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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赵雪）8日，市长王子联在九台
区、宽城区、南关区、长春高新区检查督导疫情防控
工作时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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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树牢底线思维，保持工
作韧劲，牢牢掌握主动权，毫不放松抓好各项防控措
施和责任落实，从严从实筑牢疫情防控严密防线，切
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在九台区，王子联详细了解疫情防控工作，并视
频连线胡家乡宝山村，仔细询问隔离管控、核酸检测、
物资保障、秋收生产等情况。他强调，要不断提高核酸
采样、检测质量，确保检测结果准确及时。要紧盯高速

公路、火车站等重点卡口，加强社区、村屯报备，强化
宾馆、酒店管理，全力筑牢“外防输入”严密防线。要严
格落实隔离管控各项措施，做好终末消毒、环境消杀
等工作。要贴心细心做好隔离群众的生活保障服务，
关心关注特殊群体的需求，做好医疗救治、心理疏导
等工作。要深化校地联动，驻校专班要对接服务高校，
进一步指导高校细化完善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帮助
学校解决困难，督促学校整改问题。

在高速公路长春北口卡点，王子联详细了解车
辆流量、扫码查验、核酸检测、轮岗值守等情况。他
强调，高速公路卡口作为“外防输入”的重要防线，
位置重要、责任重大。要精准规范落实各项疫情防

控措施，严格实行“落地检”，切实做到不漏一车、不
漏一人。要进一步优化流程，既精准严格排查，又高
效便捷通行。

王子联来到广树农副产品大市场、中国邮政吉
林省长春邮区中心、长春事达汽车零部件有限公
司，详细了解疫情防控相关工作落实情况。他强调，
要聚焦重点人群、重点部位、重点环节持续发力，以
坚决的态度、过硬的作风推进各项防疫措施。要进
一步提升早发现、快处置、防扩散的应对能力，确保
第一时间发现并管控风险人员、风险区域，确保风
险不外溢。

黄宪昱、赵心锐参加相关活动。

王子联在检查督导疫情防控工作时强调

保持工作韧劲牢牢掌握主动权
从严从实筑牢疫情防控严密防线

本报讯 （记者赵雪）8日，市长王子联在全市
安全生产、应急值守专题调度会上强调，要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按照省
委、省政府和市委工作部署，坚持底线思维，强化责
任担当，以更加严格的标准、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
有力的举措，深入查找薄弱环节，迅速补齐短板漏
洞，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会上，王子联视频连线各县（市）区、开发区，调
度危化品企业、矿山和非煤矿山、消防安全、农村道
路交通安全等安全生产措施落实情况。

王子联强调，安全生产是红线、底线，更是生命
线。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杜绝麻痹思

想和侥幸心理，抓实抓好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
大演练。采取“干部+专家”检查等模式，全面、细致、
深入进行“拉网式”“地毯式”排查，通过深度检查、
交叉互检，不放过一个点位、一个隐患、一个风险。
对排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和问题，要立查立改、快
查快改，对一时难以整改到位的，要逐一制订整改
计划，限期解决，对达不到安全生产条件、未通过验
收的企业绝不允许生产经营。要加强安全培训，督
促指导企业开展应急演练，确保关键时刻快速反
应、科学救援、高效处置，把突发事件损失和影响降
到最低。

要进一步夯实责任，全面落实好属地、行业、企

业和个人“四方责任”，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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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
把责任扛在肩上、落到一线、传到末梢、压到实处，
确保安全生产责任落实无死角、无盲区。

王子联最后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切实增强安全
生产工作的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驰而不息强
化安全生产工作措施，既要强化治标之举，又要研
究治本之策，确保安全生产长期稳定、本质安全。

会前，王子联来到九台区福星大街，以“四不两
直”方式走进多家饭店、超市，检查消防安全、“411”
制度落实等情况。

马延峰、黄宪昱、赵心锐分别参加相关活动。

王子联在全市安全生产、应急值守专题调度会上强调

坚持底线思维 强化责任担当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本报讯 （记者徐微）8日，市政协主席李龙熙
下沉到包保的中韩示范区，督导检查疫情防控、安
全生产、经济运行等重点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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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
责任感，坚决守住防住疫情和安全生产底线，有力
有效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

长春和元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研发动
物疫苗为主业的生物医药企业，也是吉林省兽用生
物制品出口示范企业。李龙熙走进厂区，详细了解
企业科研力量、研发生产等情况，鼓励企业要抢抓
机遇、不断创新，力争让更多新产品达产达效。

在吉林北药集团，李龙熙走进中药博物馆和煎
制车间，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科技投入、生产销
售等情况。得知企业已成为东北地区最大中药煎制
企业，今年年初以来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李龙熙鼓
励企业加快生产、加大投入，努力培育以创新为核
心的竞争新优势，同时嘱托中韩示范区要加大对企
业的服务力度，帮助企业对接市场和合作伙伴，助
其不断做大做强。

长春博迅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自主研发的微
柱凝胶免疫检测技术属国内首创，替代了在血型检
测、抗体筛查以及交叉配血过程中应用多年的试管、
玻片血凝检测方法，解决了混合血液标本不易检测等

问题，使我国血型血清学检测技术跨入国际先进行
列。李龙熙来到该公司车间，了解企业科技创新和抢
占市场情况，希望企业进一步加大科技攻关力度，保
持在医疗器械细分领域的绝对领先地位。

每到一处，李龙熙都十分重视疫情防控、安全
生产、社会稳定等工作。他强调，要坚决守住防住疫
情和安全生产底线，做到“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
住、发展要安全”。要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抓好安全
生产，关心员工切身利益，树牢“人人都是安全员”
理念，把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每个岗位、每个环节、
每一个人，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薛文革、黄强参加活动。

李龙熙到中韩示范区督导检查重点工作

坚决守住防住疫情和安全生产底线
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九台区四台村庆山农业机械化专业合作社里，
工人们在返乡大学生刘芳芳（左一）的带领下察看
西红柿长势。 毕馨月 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统揽全局、把握
大势，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
生历史性变革。

在党的二十大即将召开之际，“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全景式、多角度展
现了这十年我国经济建设的巨大变化与崭新面貌。

我国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就
在中央综合展区经济建设主题区，一艘中国经济“奇迹”号巨轮模型展示了

这十年的发展成就：
国内生产总值从53.9万亿元增长到114.4万亿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1.65万元增长到3.51万元；货物进出口总额从24.4万亿元增长到39.1万亿元；
制造业增加值从16.98万亿元增加到31.4万亿元……

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坚持新发展理念，中国经济迈上更高质
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之路。

（下转4版）

非 凡 的 变 革 巨 大 的 跨 越
——从“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看新时代经济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