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和风 ■美编：周春旭 ■责校：李传富 2021年7月29日 星期四A03 ［要闻/广告］

（上接A02版）
“我们将科学构建国土空间保护开发

格局，突出抓好第三次国土调查成果分
析，围绕维护‘五大安全’，谋划利用好调
查出的1900多万亩不稳定耕地资源和
300多万亩的城镇村内储备耕地资源，统
筹安排今后一段时期的耕地保护、生态建
设和项目建设空间。”李相国表示，在生态
保护修复上，省自然资源厅将在西部地区
谋划盐碱地生态治理工程，适时启动辽河
流域和查干湖流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
护修复工程项目建设。

“全会提出加快建设生态强省的决
定，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一步细化成
行动指南，落实了具体的步骤和打法，为
我们今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四平市市
长胡斌表示，将坚决贯彻落实省委十一届
九次全会精神，推动生态强市建设，在东
辽河流域治理取得明显成效基础上，坚持
把流域规划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实现
多规合一、综合治理，推动同步实现经济
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努
力打造北方缺水城市生态治理典范，扎实
推进城镇雨污分流、无污染防治，努力实
现绿色低碳发展。

/吉林日报记者 冯超 王伟 报道

中国共产党吉林省第十一届委员会
第九次全体会议，于2021年7月28日在
长春举行。

全会由省委常委会主持。省委书记
景俊海作讲话。全会听取和讨论了景俊海
受省委常委会委托所作的工作报告，审
议通过了《中共吉林省委关于忠实践行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加快建设生态强
省的决定》和《中共吉林省委关于全面实
施“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决
定》。景俊海就两个《决定（讨论稿）》向
全会作了说明。

全会充分肯定了省委十一届八次全
会以来省委常委会的工作。一致认为，
面对疫情防控和稳定增长的双重压力挑
战，省委常委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重要讲话重要
指示精神为统领，认真贯彻党中央各项
重大决策部署，把庆祝建党100周年作
为工作主题主线，统筹推进“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
两件大事，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
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紧扣“两确保一
率先”目标，加快高质量发展，推动吉林
振兴发展进入“上升期”和“快车道”，全
省各项工作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为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吉林奠定了
坚实基础。

全会指出，加快建设生态强省，是贯
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战略要
求，是坚决扛起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政治
责任的必然选择，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实
现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关键之举，是
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实际行
动。全省上下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践行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吉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
神，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
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立足新发展
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
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走生产发展、
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全
面实施“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着
力打造生态经济发展体系、生态环境保
护体系、生态系统安全体系、生态文明制

度体系，提升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水平，全面建设绿色低碳经
济发展更好、自然生态环境质量更优、城
乡人居环境更美、绿色发展创新活力更
足、区域生态安全系统更稳的生态强省，
为建设美丽中国打造吉林样板。

全会提出加快建设生态强省的主要
目标，这就是：到2025年，全省生态系统
质量和稳定性实现新的显著提升，主要
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能耗强度逐
年下降，空气质量保持全国第一方阵，水
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且优于国家考核要
求，森林、草原、湿地、黑土得到有效保
护，环境安全得到切实维护，可持续发展
能力不断提高，与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要求相适应的节约资源和保
护环境的空间格局、绿色产业结构、生产
生活方式初步成型，具有吉林特色、系统
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基本完善。到
2035年，生态环境实现根本好转，碳排
放在 2030 年前达峰后稳中有降，为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奠定基础，绿色生
产生活方式在全省普遍形成，生态经济
成为振兴发展的重要支撑，生态文明建
设水平保持全国第一方阵，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更加巩固，
美丽吉林建设目标高质量实现。

全会提出了加快建设生态强省重点
任务，这就是：着力打造更高质量的生态
经济发展体系，坚持绿色发展导向，大力
推进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健全绿
色产业体系、绿色流通体系、绿色消费体
系、绿色基础设施体系、绿色技术创新体
系，加快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
体系，推动绿色发展迈上新台阶。着力
打造更高水平的生态环境保护体系，深
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提升大气
环境质量，全面改善水环境质量，巩固提
升土壤环境质量，强化固体废物治理，集
中攻克群众身边的突出环境问题，不断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
需求。着力打造更加稳固的生态系统安
全体系，坚持系统观念，强化防风固沙、
水土保持、水源涵养和生物多样性保护
等重要生态功能，建设良好城乡生态环
境，持续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深入
实施黑土地保护工程，保障水资源安全，
全面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着力
打造更加完备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深
入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源

头预防、过程控制、损害赔偿、责任追究
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体系，完善促进绿
色发展政策措施，构建生态环境保护责
任体系，加快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

全会强调，要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
设的全面领导，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
岗双责”，健全党委全面统一领导、政府
负责、领导小组办公室统筹协调的生态
强省工作领导体制，坚持以清单化、图表
化、手册化、模板化、机制化“五化”工作
法推进各项任务落实，严格考核问责，强
化宣传引导，为加快建设生态强省创造
良好环境。

全会指出，将“一主六双”产业空间
布局调整提升为“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
战略，条件具备、正当其时、意义重大。
这是新时代吉林振兴发展的顶层设计和
路线图、施工表，有利于在新发展阶段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从战略层
面对接国内国际双循环、融入新发展格
局、打造新发展优势，实现全省资源利
用、要素优化、集约发展、优势再造；有利
于构筑走出发展新路、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实现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
新路径；有利于承载重大产业项目、挖掘
全省优势资源、培育打造新增长极。

全会强调，全面实施“一主六双”高
质量发展战略，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吉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扣

“新担当、新突破、新作为”重大职责使
命，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突出区位特点、资源特
征、优势特色，突出改革创新、开放合作、
区域协同，突出城乡统筹、三产融合、四
化同步，突出产业集聚、项目牵引、循环
发展，突出创新驱动、智慧赋能、绿色筑
基，推动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
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加快
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吉林。

全会提出了全面实施“一主六双”高
质量发展战略的重点任务，这就是：要充
分发挥长春辐射主导作用，深入落实国
家城市群都市圈区域发展战略，聚力推
进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拉开发展框
架、拓展战略纵深、壮大规模总量、强化

辐射带动，打造高质量发展核心引擎。
要以构筑环长春四辽吉松工业走廊和长
辽梅通白延医药健康产业走廊“双廊”为
着力点，构建现代产业格局，提升全产业
链水平，打造工业经济重要引擎，形成振
兴发展强力支撑。要着力构建大图们江
开发开放经济带，打造我国沿边开放高
地和东北亚地区合作中心枢纽；加快建
设中西部粮食安全产业带，稳定提高粮
食综合生产能力，坚决扛稳维护国家粮
食安全重任。要做精长通白延吉长避暑
休闲冰雪旅游大环线、长松大白通长河
湖草原湿地旅游大环线，坚持保护生态
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为建设冰雪
旅游强省、避暑休闲名省提供有力支
撑。要以白松长通至辽宁（丹东港、营口
港、大连港）大通道、长吉珲大通道为“人
字形”通道布局，衔接“长满欧”，内联外
扩、通江达海，促进吉林与东北亚区域相
连、与欧洲连通，与环渤海、京津冀对接，
建设高质量交通强省，构建对外开放新
格局。要牢牢把握创新发展和能源安全
主动权，打造长春国家级创新创业基地、
西部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为吉林经济
社会发展提供持久动力。要深入实施区
域协调发展战略，以长吉、长平一体化协
同发展为重点，优化全省生产力布局，提
升中部城市群整体实力，增强优势区域
增长和辐射带动能力。

全会强调，要强化实施“一主六双”
高质量发展战略落地见效保障措施，加
强组织领导，突出规划引领，完善规划配
套政策，健全评价体系、指标体系、标准
化体系，强化项目支撑，常态化、专班化、
机制化抓招商、落项目、聚资源，加大资
金、土地、技术、人才等支持保障力度，抓
好督查落实，确保各项任务部署落到实
处、取得实效。

全会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
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和视
察吉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忠实践
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加快建设生态
强省，聚焦“两确保一率先”目标，全面
实施“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坚定
信心、抢抓机遇、真抓实干，为加快新时
代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实现吉林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顽强奋斗、不
懈奋斗！

省委十一届九次全会决议
（2021年7月28日中国共产党吉林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通过）

厚植绿色新发展理念
推进吉林高质量发展

7月中旬，全省“情系最可爱的人·
寻访老兵足迹、讲好英雄故事、传承红
色精神”主题宣传活动的最后一站来
到了敦化市。在这里，记者有幸采访
了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相识相恋的老兵
朱崇尧和他的妻子王冠群。

采访中，两位老人滔滔不绝，回忆
起曾经在战场上出生入死、并肩作战
的经历，他们时而情绪激昂，时而又云
淡风轻。“这一路走过来不容易，还好
彼此互相支持。”

1927年5月，朱崇尧出生于江苏涟
水。1945 年 1月参军入伍，参加过抗
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立
大功两次。“当兵的前几个月，我一直
在卫校学习，然后担任后方医院卫生
班班长。1947 年 4 月起，任军医一
职。”

1946年1月的一天清晨，部队正在
辽宁省一地宿营，朱崇尧发现尾随而来
的国民党追兵意图偷袭。他第一时间
叫醒大家，医务人员和伤员们及时安全
撤离，避免了一次力量悬殊的战斗。

朱崇尧告诉记者，他一生中最难忘
的就是抗美援朝时的经历。在一次战
斗中，他受命到军部救治病人，途中遭
遇敌机扫射，幸好躲避到一棵大树后，
逃过了一劫。

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朱崇尧也收
获了爱情。妻子王冠群是河北人，他们
同在野战所工作。“他是主刀医生，我是
手术室护士，两人经常搭档工作，十分
默契。”“军旅生涯中有太多艰难险阻，
我们共同穿越枪林弹雨，感情也愈加坚
固。停战后，我们在朝鲜结了婚。”

1962年2月，朱崇尧退伍后选择留
在东北，先后在
延边麻风病院、
敦化县卫生防
疫站、敦化卫校
等 单 位 工 作 。
离休后，朱崇尧

发挥自己在肾病治疗方面的优势，开
设个人诊所，成功诊治肾病上百例，不
少外地病人慕名前来。

后期，由于老人年事已高，子女们
担心父亲的身体，便不让朱崇尧继续
在诊所工作了。然而忙碌一辈子的朱
崇尧不愿赋闲在家，他找到社区党组
织，本着为党尽责、为民服务的宗旨，
积极投入到社区公益事业上来。凭借
自身专业优势，朱崇尧为社区老年人
进行健康教育，讲授“糖尿病的防治”

“高血压和心血管病的预防和合理用
药”等。他还自编了一套保健操，分享
给周边居民。

平日里，朱崇尧不仅喜欢撰写医学
论文，还经常创作文学作品。他老有所
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生活态度激
励鼓舞着身边人。“感谢党和国家，让我
们现在生活得这么幸福、快乐；也感谢
我的好老伴，一直在身边默默地支持
我、陪伴我。我还会继续发挥余热，为
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朱崇尧说。

/吉林日报记者 赵梦卓 实习生 张
宇涵 报道

结缘疆场 相扶相伴
——访老兵朱崇尧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情系最可爱的人·寻访老兵足迹
讲好英雄故事、传承红色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