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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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
成为居民安居乐业的社区。23日
下午，习近平来到社区，了解社区
党建、基层治理、为民服务工作情
况，对他们创建的“四级”社区党
建网络工作体系和“三长”社区管
理体系表示肯定。依托长山花园
社区创建的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
院，成立一年来承办了全国、省市
培训班 30 期，培训社区工作者

4400多人。习近平走进学院，了
解学院建设和培训情况。他强调，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社区治理只能加强、不能削
弱。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
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
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
坚强保证。要总结推广实践中形
成的好经验好做法，不断提高教
育培训的先进性和系统性。

随后，习近平步行察看长山花
园社区环境，并走进居民赵兴福
家，同他们唠家常。赵兴福告诉总
书记，这些年社区环境一年一个
样，大家生活越来越方便，邻里关
系融洽。习近平听了十分欣慰。

社区广场上，闻讯赶来的社
区居民高兴地向总书记问好。习
近平向大家挥手致意，希望大家
发挥主人翁精神，人人参与、形成
合力，搞好为民服务各项工作，共
同把家园建设得更加幸福美好。

长春新区设立5年来，初步
建立起以先进制造、生物医药、航
空航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为支撑
的现代产业体系。习近平走进新
区规划展览馆，察看产品展示，了
解新区规划建设情况。习近平强
调，高新科技园区要围绕国家战
略需要，坚持高水平规划、高标准
建设，走集约化、内涵式发展道
路，要重视基础设施规划建设，更
要打通产业链、供应链，在区域经
济发展中发挥带动和辐射作用。

一汽集团是新中国汽车工业
的摇篮，60多年来铸就了“红旗”、

“解放”等知名自主品牌，形成了
系列合资合作品牌。在一汽集团
研发总院大厅，总书记听取了整
体情况介绍。习近平走进整车硬
件测试实验室，了解新技术研发
情况。现场有几位刚毕业的大学
生，总书记同他们亲切交流，询问
今年高校毕业生就业情况。习近
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
重视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高校
毕业生要转变择业就业观念，只
要有志向就会有事业，只要有本
事就会有舞台。希望大家找准定
位，踏踏实实实现人生理想。

企业展厅里，习近平察看了

最新款式的整车产品，了解集团
创新驱动、体制机制创新、产业结
构优化升级情况，并同职工代表简
短交流。他强调，推动我国汽车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必须加强关键核
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的自主研发，
实现技术自立自强，做强做大民族
品牌。当今世界制造业竞争激烈，
要抢抓机遇，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
产业，实现弯道超车。希望大家发
愤图强、不负韶华，在推动东北振
兴中奉献聪明才智，在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书写
壮丽的青春华章。

24日上午，习近平听取了吉
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对吉
林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肯
定，希望全省广大干部群众深入
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断开创
吉林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在新
时代吉林振兴中实现新突破、创
造新业绩。

习近平强调，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要着力推动经济发展质
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增
强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抗风险能
力。要把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
做实做优做强，把提升全产业链
水平作为主攻方向，加强新型基
础设施建设，加快建设产学研一
体化创新平台。要加快转变政府
职能，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
营商环境。要深化国有企业改
革，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发扬企业
家精神，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
力。要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
路”，打造好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
窗口和东北亚地区合作中心枢
纽，推进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等重
大区域发展战略对接合作。

习近平指出，要抓住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重大机遇，坚持农
业农村优先发展，夯实农业基础
地位，深化农村改革。要加快高
标准农田建设，强化农业科技和
装备支撑，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加快发展绿色农业，推进
农村三产融合。要坚持农业现代
化和农村现代化一体设计、一体
推进，推进公共服务向乡村延
伸。要突出抓好家庭农场和农民

合作社两类农业经营主体发展，
推进适度规模经营，深化农村集
体产权制度改革，发展壮大新型
集体经济。要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防止返贫和产生新的贫困。
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实施好重大生态工程。

习近平强调，要始终把人民
安居乐业、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千
方百计稳定现有就业，积极增加
新的就业，促进失业人员再就业，
突出做好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
农民工和城镇困难人员等重点群
体就业工作。要全面贯彻党的教
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深化教育改革，推动城乡义务教
育一体化均衡发展，维护教育公
平。要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
制机制，加大公共卫生基础设施
投入，加强公共卫生队伍建设，推
动公共卫生服务和医疗服务高效
协同。要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
系，高度重视生产安全。当前，全
国防汛进入“七下八上”阶段，必
须统筹抓好南北方江河安全度
汛，切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习近平指出，要贯彻落实好
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坚持组织
建党和思想建党有机结合，把党
的组织优势巩固好、发展好、发挥
好。要把红色资源作为坚定理想
信念、加强党性修养的生动教材，
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永葆初
心、永担使命。要严格把好选人
用人政治关、廉洁关、能力关，加
强对敢担当、善作为干部的激励
保护，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树
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
观，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
全面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健
全基层减负常态化机制。要创新
人才工作政策、体制机制、方式方
法，积极营造拴心留才的良好环
境。要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斗争，落实全面从严治党
主体责任，把政治生态建设作为
基础性、经常性工作，实现正气充
盈、政治清明。

丁薛祥、刘鹤、陈希、何立峰
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
察。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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