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中级人民法院：
十项措施服务和保障民营经济发展

本报讯（夏令凯 王春山）近日，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制定出台了《关于
服务和保障全市民营经济大发展实施办法》，十项措施服务和保障民营经济
发展。

一是建立民营经济风险预警防范机制，妥善处理涉案民营企业纠纷；二是发
挥司法建议功能，增强民营企业知识产权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预防和化解企业
经营法律风险；三是协助民营企业建立、完善预防职务侵占、挪用资金、侵犯商业
秘密等危害民营经济健康发展违法犯罪行为的对策措施；四是严厉打击侵犯民营
企业财产、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活动；五是监督和维护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制
止和纠正对民营企业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乱检查等侵犯经营自主权的行为；
六是开辟民营企业诉讼和执行“绿色通道”；七是成立服务民营经济发展工作领导
小组，下设民营经济法律服务办公室和民营经济协调服务办公室两个办事机构；
八是及时、灵活运用诉讼保全措施；九是完善民营企业申请执行案件方式方法；十
是对有创新能力和发展前景暂时陷入困境的民营企业为被执行人的案件，慎用、
活用查封和扣押等强制措施。

市科技局：
建民企科技平台

本报讯（记者马君）通化市科技局大力落实全省突出发展民营经济大会精神，
注重发挥部门职能作用，搭建民营企业发展的科技平台。

一是组织好科技项目申报和服务。今年已申报省以上科技计划项目73项。
突出抓好修正药业“注射用生组尿酸氧化酶新药临床研究”等重点项目实施，对全
市184项科技专项做好服务。二是推进高新技术企业集群建设。重点扶持通化一
洋、石油工具等19户企业发展成为高新技术企业。三是构建区域科技创新平台。
预计到2015年，建设10个省级企业科技创新中心、5个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5个
省级重点实验室、2个企业院士博士后工作站、2个产学研技术创新联盟。四是建
设科技创新服务体系。与省内科研单位和高校对接，完善科技成果信息库。抓好

“通化市科技文献信息服务平台”、“通化医药科技产业园企业技术转移服务平台”
等科技平台建设，推动“中关村吉林科技产业园”建设。

市司法局：
为民企提供多元服务

本报讯（记者马君）通化市司法局强化多元服务意识，努力帮助民营企业
应对债务危机、防范法律风险，最大限度地减少企业因涉法涉诉产生的经济
损失。

积极开展“律师服务中小企业发展”行动，努力营造服务民营企业经济发展的
法治空间，通过开展“法律咨询专线”等平台为民营企业提供法律服务；引导广大
法律工作者，学习相关业务知识和法律法规，增强自身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为
企业转型升级、经济结构调整提供法律服务；积极开展企业“法律体检”、风险评
估、合同审查、企业经理培训等“六个一”活动；全面实施“法律风险防范工程”、“法
律服务护航工程”、“法律服务维稳工程”、“法律服务依法决策工程”六大工程。两
年来，在全市组建了27支法律服务队，在民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农村新型经济组
织中建立联系点3000个，进驻重点民营企业160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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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化城市精神：真诚包容 勇于担当 重行务实 创业自强

本报讯（记者王忠先）
“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
弦，牢固树立‘人民利益高
于一切，安全生产高于一
切’的理念，一刻也不放松
地把安全生产抓好。”是日
前通化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专题安排部署全市安全生产工作的要求。

贯彻落实省委书记王儒林在全省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紧急专题会议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全省煤矿停产整顿工作调度会议精神，通化市委高度
重视，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全面排查治理安全隐患。突出抓好煤矿安
全生产，对全市22户煤矿企业再进行一次彻底排查，对存在的隐患坚决
整改，不达标的企业坚决不能恢复生产。对达到安全生产条件的煤矿，也
要密切关注瓦斯问题、煤矿透水问题，防止矿井火灾发生，防止塌方和冒
顶事故；突出抓好非煤矿山的安全监管。要进一步改进监督方式方法，确
保监督检查经常化、制度化和规范化。认真实行安全生产许可证制度，对
没有按期提出安全生产许可证和经营许可证申请，以及限期整改后仍达
不到发证条件的企业，坚决依法关闭。加强对重点企业的专项检查，加大
对重点部位的排查整改力度，一旦发现安全隐患，立即停产整改，情节严
重的要坚决予以关闭和惩处。要加大执法力度，坚决打击无证开采、一证
多矿及乱采滥挖、超层越界开采、以采代探等违法行为。矿山企业要严格
按照安全程序施工，严格执行安全技术规程，强化矿井通风和爆破管理，
加强火灾管理，确保生产安全；突出抓好建筑施工安全。要严格行业准入

条件，进一步落实建筑工程
招投标、资质审批、施工许
可、现场作业等各环节安全
监管责任，规范证照发放和
管理，提高行业安全生产水
平。要按施工规范要求，从

设计、施工、验收环节着手，认真审查安全施工方案。要抓好建筑施工领
域安全隐患排查，加强施工机械设备、施工队伍和施工现场的安全检查，
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安全措施。特别是对建筑起重机械设备的安装、使用
和拆卸要严格把关，未经检测检验合格的起重机械设备坚决不允许使用，
严防坍塌、坠落、机械伤害等事故发生。要统筹抓好道路交通、城市规划
建设、人员密集地方、危险品以及食品药品等重点领域和部位的安全监
管，以及防春汛、森林防火等工作，确保不出问题。

同时，要进一步明确各方职责，严肃追究责任。严格落实责任制，认
真落实安全生产党委、政府的领导责任、部门的监管责任和企业的主体责
任。建立长效机制，严格执行安全生产标准，建立全员、全过程的安全质
量管理体系和安全生产管控体系，有针对性地建立和完善应急救援预案
和抢险队伍，切实加强应急管理。要严肃追究责任，对安全生产监管不到
位，治理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行为不到位，以及安全生产措施落实不到位，
隐患排查、治理不彻底的地方、部门和企业的负责人，也要视同发生安全
生产事故严肃处理，特别是对瞒报、缓报、迟报、漏报事故及事故后的逃逸
行为，坚决零容忍、严查处。

加大执法力度 建立长效机制

通化市强化安全生产工作

塑造“吉商”精神·通化民企风采

本报讯（记者王忠先）“重组人胰岛素吨级产业
关键技术创新与应用” 等 3 项成果获省科技进步
一等奖；“优质、高产、多抗玉米新品种通育 99的选
育与推广应用”等 17项成果获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近年来，通化市坚持科教兴市战略，始终把科
技创新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全市科技创新能
力明显增强，特色产业集群建设取得良好成效，区
域创新服务体系初步形成。先后被命名为国家高
技术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国家第一批新型工业化示
范基地、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城市和吉林省首批创新
型试点市。

科技创新基础日益雄厚。经过多年发展，全市
已拥有吉林省人参研究院、通化师范学院等 6 家
省、市属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有通钢、修正、万通
等 8家省级以上创新型企业；有省级科技型企业 19
家、省级以上企业技术中心 28家；全市从事科技活
动的人员有 67000 人，其中中级以上职称 1838 人，
硕士 135 人，博士 88 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56人。

科技创新成果精彩纷呈。先后组织实施了国
家创新药物孵化基地建设专项 17 项，吉林省“双
十”工程项目 8 项，省医药产业发展专项 35 项和通
化市科技创新“310”工程。2010 年以来，全市组织
实施科技项目184项，开发新产品115种，实现新产
品产值 166亿元。有 45个国家和省、市科技项目通
过鉴定、验收和行业审批，有 39项成果获省科学技
术奖励。

产业集群和特色园区快速发展。初步形成了
以修正药业、东宝药业为骨干企业的医药高新技术
产业集群，以石油化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为龙头的
石油钻采设备制造产业集群，以通化双龙化工股份
公司为龙头的化工新材料产业集群，以通化石油工
具股份有限公司为龙头的油田修井打捞工具制造
产业集群，以通化胜利机械厂为龙头的油田配件加
工产业集群；先后建成了二道江围钢、长白山药谷、
梅河果仁、东昌医药和柳河山葡萄酒 5个省级特色
工业园区。东昌区、通化县和辉南县被命名为省中
药现代化产业基地，通化医药科技产业园成为吉林

省首批重点建设的特色产业园。
科技创新服务体系日益完善。先后建成了“通

化市 12396 农村科技综合服务平台”、“通化市科
技文献信息服务平台”、“通化医药科技产业园技
术转移服务平台”等 7大科技服务平台与网站。各
县（市、区）围绕本地产业需求建立了 8个中小企业
孵化基地，截至 2012 年底，全市孵化基地建设面积
达到82万平方米，在孵企业161家。

科技创新环境不断优化。先后制定了《关于增
强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通化的若干意见》、《通
化市建设创新型城市科技行动计划》，为创新型通
化建设提供政策保障；制定了《通化市科技进步奖
励办法》、《通化市人才引进办法》，营造尊重人才、
鼓励创新的政策环境；制定了《关于加快通化医药
高新区建设和发展的实施意见》，全力推进特色园
区建设；制定了《关于依靠科技创新加快发展保健
品产业指导意见》和《关于加快发展金属镁及其深
加工产业实施意见》等政策，为产业创新发展提供
政策支撑。

科技创新助推民营经济发展
本报讯（记者王忠先）日前，一份旨在合理利用绿色资源，把通

化市打造成山水、园林与文化融为一体的宜居城市的《通化市城市
绿地系统规划（2012—2030年）》，经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编制
完成，通化市人民政府批准实施。

据了解，《通化市城市绿地系统规划（2012—2030年）》共分
为总则、规划目标与指标、市域绿地系统规划、中心城区绿地系
统规划结构布局与分区、中心城区绿地分类规划、树种规划、植
物多样性保护与建设规划、古树名木保护规划、分期建设规划、
规划实施措施、附则等十一章。该规划坚持生态优先的原则、系
统整合的原则、游览功能优化原则、整体协调原则、彰显地域特
色原则、因地制宜的原则，强调“山水城市”和“宜居城市”的特
点，通过生态绿地系统的规划和建设，进一步改善、提高通化市
的整体环境质量。高标准的建设现代化的生活居住环境，把建
设山水城市、园林城市、生态城市和宜居城市，作为城市的长期
发展目标。

市域城镇体系规划范围包括三区两市三县，即东昌区、二道
江区、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梅河口市、集安市、通化县、辉
南县和柳河县的行政管辖范围，面积15607.80平方公里；城市规
划区包括东昌区、二道江区行政范围，面积745.40平方公里、规
划协调区规划范围包括通化县的快大茂镇、二密镇、大安镇、金
斗朝鲜族满族乡、光华镇、兴林镇和英额布镇行政范围，以及柳
河县的柳南乡、红石镇、三源浦朝鲜族镇行政范围，面积2396.8
平方公里；中心城区规划范围包括东昌区、二道江区的街道办和
乡镇，面积183.90平方公里。规划期限分为近期：2012年—
2015年；中期：2016年—2020年和远期：2021年—2030年。

据介绍，该规划近期目标为优化绿地系统结构，充实公园绿
地内容，完善风景林系统与水系景观脉络，整体提升城区的绿地
品质，达到国家园林城市与全国绿化模范城的总体要求；远期目
标为结构完善、显山露水、和谐共生，建设成为“城在林中、道在
绿中、房在园中、人在景中”的“山、水、城、林、园”相互交融的国
家生态园林城市。绿地系统规划指标确定为近期至2015年，规
划城市建成区公园绿地面积583公顷，人均公园绿地11.0平方
米，绿地率达到35%，绿化覆盖率40%；中期至2020年，规划城
市建成区公园绿地面积690公顷，人均公园绿地11.5平方米，绿
地率达到38%，绿化覆盖率43%；远期至2030年，规划城市建成
区公园绿地面积839.15公顷，人均公园绿地12.00平方米，防护
绿地面积151.30公顷，绿地率达到40%以上，绿化覆盖率45%以
上。

东昌区按照“强势开局、跨越赶超”的总要求，牢牢把握新一
轮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资金和产业加速转移的机遇，强力推进

“项目带动”战略，着力优化投资结构，提升项目建设水平，加强
项目载体建设，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和活力。

重点项目建设成效显著。东昌区将重点项目按照产业划分，
落实区领导包保九大重点产业和90个重点企业及重点项目包保

责任制，印发《东昌区产业招商手册》，使包保领导和责任部门进
一步明确了包保产业发展现状、发展方向及投资导向。采取服
务项目、包保项目等措施，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进程。目前，
祥元镁业、国家生物产业基地核心区、紫鑫禺拙药业、红星美凯
龙商业综合体、百利克朗思医药包装二期、保利集团房地产开
发、香港礼同房地产开发等重点项目进展顺利。

后续项目储备充足。围绕全区支柱产业
和优势产业，科学谋划储备项目 50个，项目
总投资55亿元；招商推介项目60个，项目总
投资 62.8 亿元。印发《通化东昌招商手册》，
及时发布重点招商推介项目。同时，健全重
点项目储备库，实行动态化管理，形成谋划
一批、储备一批、建设一批、投产一批的良性
循环运作格局。目前，纳入全区项目储备库
管理的重点项目 851 个，增强了经济发展后
劲。

固定资产投资大幅提升。东昌区将扩大
有效投资作为今年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早
谋划、早安排、早部署，举全区之力，在加快
续建项目建设的同时，积极推进重大项目前
期运作和开工，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为
全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一季度，东昌区开工建设重点项目 126
个，完成投资28.9亿元，同比增长125.8%。

东昌区全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从最初两个人的抗癌药物研究所，发展到今天的振国集团；从当年借款4万元搞科
研，发展到现在资产总额30亿元；从40平方米的实验室，发展到14000平方米的科研生
产大楼、4万平方米的长白山药用植物园，现在已经发展成为集科、工、贸、医、农的

“4321”构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集团……
曾经是地委机关秘书的王振国，读过卫校、当过兵。1986年，停薪留职走上了抗癌

这条崎岖的山路。
1987年5月13日，省内乃至全国第一家民办的吉林省抗癌协会长白山药物研究所

成立。王振国，正式向癌魔发起了挑战。经过不懈努力，他研制的抗癌中成药“复方天仙
胶囊”，在第38届尤里卡世界发明博览会上荣获“世界发明最高个人研究奖”，授“将军
勋章”、“骑士勋章”和“比利时王国荣誉奖牌”。1990年，王振国被授予首届“中国十大杰

出青年”称号。
在荣誉面前的王振国，不断地将抗癌事业做大做强。1995年，建立了自己的生

产基地——通化振国药业；1996年，建成了占地面积103000平方米，建筑面积4万
平方米，集科研、生产、示范和观光基地为一身的通化长白山药物研究所药用植物
园；2002年，建成了全国首家“肿瘤防治院”通化振国肿瘤防治院……

目前，经过长足的发展，振国集团拥有4个独资医院，北京振国中西医结合肿瘤
医院、上海振国医院、珠海振国肿瘤康复医院、通化振国肿瘤防治院；3个科研机构，
即：通化长白山药物研究所、北京生物医药研究部、美国诺望达生命科技研究中心；
两个药厂，通化振国药业、江苏振国药业。拥有北京、上海、珠海、通化等58家子公司
和办事机构，在海外有12家分支机构。在国内外270多个城市建立了肿瘤防治门诊
部等。与中日飞达联合有限公司在香港联合成立了国际癌病康复协会。

近年来，振国集团利用长白山天然名贵中药材资源为基础，以研究抗癌防衰老
和其它顽症疑难病药物为重点，以世界领先技术为支撑，先后与美国国家癌症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及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台湾大学医学研究部、
吉林大学基础医学院、东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等28个国内外科研临床单位合
作，研发生产“王振国”牌系列抗癌防癌、抗衰美容、疑难疾病药品12个剂型 36个品
种，主要产品有白花蛇舌草注射液、参威口服液、鹤蟾片、紫芝多糖片等，部分产品销
往70个国家和地区。2011年5月，“王振国”牌注册商标被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认
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健康产业是21世纪的朝阳产业、核心产业、前卫产业，具有低碳、环保、高利税、
高附加值的特点。在通化医药城的建设中，王振国在加大抗癌新药的研发力度的同
时，开始向健康产业进军。计划投资50亿元，打造了省内重点项目——英额布养生
谷项目。此项目主要建设集养生保健、旅游观光、休闲度假、医疗康复、养老颐老为
一体的多功能文化养生谷，精心打造综合性的国际健康基地。2012年10月开业的
养生谷1号庄园，占地10平方公里，水域面积1136公顷，是一座天然的养吧，一座天
然的生态馆。

振国集团：从抗癌先锋到健康产业
本报记者 王忠先 江培山

突
出
突
出
﹃﹃
山
水
山
水
城
市
城
市
﹄﹄
打
造
打
造
﹃﹃
宜
居
城
市

宜
居
城
市
﹄﹄

《《
通
化
市
城
市

通
化
市
城
市
绿
地
系
统
规
划

绿
地
系
统
规
划
（（22 0011 22

——22 00 3300

年年
）
》
）
》
出
炉
出
炉

为推进省级、国家园林城市的创建，通化市开展了以“绿化美化通化，建设生态和谐宜
居城市”活动。图为市绿化处员工正在植树。 高明星 摄

通化市大力发展电子等新兴产业，图为民营企业——通化佳俊生物电子有限公司电子
医疗器械生产线一角。 王忠先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