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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珲城际铁路的全线开通，带给

世人一条“东北最美”旅游线。“十一”

黄金周临近，记者先带您“乘”着高铁

“美”一趟，为您提供一篇“东北最美”

攻略。

如果您是外地游客，可以在出发

前好好游一游长春。这里有中国第一

家世界级主题公园——长影世纪城、

“绿海明珠”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伪

满皇宫、长春世界雕塑公园……长春

可玩的地方太多了。

好，现在我们的列车启动喽。

吉林：美的不仅仅有雾凇

第一站，吉林市！现在这个季节

您是肯定见不到闻名遐迩的雾凇了，

但这里美的不仅仅有雾凇。

看看明媚秀丽的松花湖，进入十

月，这里将红叶满山，层林尽染，湖光

山色，美不胜收；登一登朱雀山，原始

森林、奇杉古松、云海奇观……所有奇

观汇集于此。

蛟河：红叶漫天飞

车到蛟河西站喽！每年9月20至

10月10日左右，这里满山漫谷红叶如

火般热烈。看完了红叶再登拉法山，

雄伟险峻、怪石嶙峋、花木奇秀。

列车下一站威虎岭北，下车的游

客也可由此去登拉法山。

敦化：佛家圣地 雁鸣啾啾

敦化六鼎山，这里有世界最大的

尼众道场——正觉寺，有世界最高的

释迦牟尼青铜坐佛——金鼎大佛……

“水如镜面山如黛，雁鸣湖光映夕

辉。”雁鸣湖风景旅游区，山密重叠，湖

泊交错，丹江澄碧，村落相望。刚刚在

六鼎山体会到的些许禅意，您大可在

雁鸣湖怡人静谧的氛围中得到升华。

大石头：石瀑飞流老白山

列车前方大石头镇！行车至此，

有一处必定要去看看，就是老白山。

老白山主峰海拔高度1696米，是

东北第三高峰，山顶积雪时间长，故

称老白山。由于地形复杂、山势险

峻，人迹罕至，保留了大量的原始景

观。珠尔多河发源于主峰之巅，水流

穿梭跃过数道悬崖峭壁形成瀑布，在

瀑底怪石林立处形成一潭，浪花飞

溅，声若雷鸣。

安图：游长白山北坡首选路线

沿途美景令大伙儿眼花缭乱了

吧。接下来的才是“东北最美”之旅的

最美之地——长白山。

若想从北坡登游长白山，那就请

在此地下车。安图县二道白河镇位于

长白山北坡，素有“长白山第一镇”之

美称，距长白山核心景观35公里，是进

出长白山的门户。

长白山还用我多说吗？美，岂止

是美，那是美得太不像话了！

延吉：帽儿山上赏民族歌舞

在延吉市南 10 公里，我们可以

游一游帽儿山。金秋时节，五花山

色，景象万千。我们还可以体会浓郁

的朝鲜族风情。做打糕，品小吃，玩

跳板，荡秋千等等；当夜幕降临，篝火

晚会上，身着民族服装的朝鲜族姑娘

手举瓷碟，在手风琴的伴乐之中翩翩

起舞……

图们江：隔江相望异域风情

出了图们北站，我们可直奔图们

江大桥。这里一半是中国，一半是朝

鲜，站在边境望去，还能隐约看到对

岸朝鲜人民的热闹生活。沿江而行，

两旁的参天大树已在秋色的渲染之

下逐渐变黄变红，为图们江增添了不

少色彩。

珲春：一眼望三国

“旅客们请注意，列车即将抵达本

次‘东北最美’之旅的终点——珲春

站。”

到珲春，必到防川。

防川位于中朝和朝俄界河图们江

入海口，中朝俄交界的鼎足地带，人称

“东方第一村”。登高远眺，三国风光

尽在咫尺。若想领略欧亚交汇的异域

风情，这里更有多个通往俄罗斯的出

境口岸，无论是报个旅行团还是自驾

出行，都十分方便。珲春汽车客运站

每天7:00和13:00都有直达俄罗斯的

班车，可以乘大巴过去。

相关链接：

长春到珲春方向列车运行时间和

车次

长春站共有10列：1、C1003次长

春-珲春，6:30开；2、C1009次长春-珲

春，8:20开；3、C1013次长春-珲春，9:30

开；4、C1015次长春-珲春，10:20开；

5、D113 次齐齐哈尔-长春-珲春，

10：59 到 11:02 开；6、G8125 次大连

北-长春-珲春，11:25 到 11:28 开；

7、D21 北京-长春-珲春，14:04 到

14:07开；8、C1023次长春-珲春，15:10

开；9、C1025次长春-珲春，17:15开；

10、G8127次大连-长春-珲春，18:01到

18:04开。

长春西站共有2列：1、G8125次大

连北-长春西-珲春，11:13到11:15开；

2、G8127次大连-长春西-珲春，17:49到

17:51开。（长春火车站提供）

“东北最美”之旅
——长珲城际铁路沿线旅游攻略

本报记者 孟歆迪

本报9月24日讯（记者杨悦）金风送爽孕丰年，共谋发展献良

策。今天上午，2015中国人参产业发展高峰论坛在通化县开幕。此

次论坛为期两天，由通化县人民政府、省参茸办公室、全国参茸产品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现代中药资源动态监测信息

和技术服务中心联合主办，环球医药控股集团承办。

论坛期间，与会专家将围绕“资源、科技、战略、发展”这一主题，

深入探讨人参产业未来发展方向及如何与国际市场接轨的战略课

题，并就推动人参产业资源整合、提高标准质量、实现全产业链追溯、

产品科技创新、融入“互联网+”等问题进行交流。作为论坛主要活动

之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现代中药资源动态监测信息和技术服务中

心还将与环球医药控股集团、益盛药业等多家人参企业签署引进7S

道地保真人参全产业链质量标准化控制体系的战略合作协议。

来自中国工程院、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

学科学院、中国农科院、省参茸办公室、全国参茸产品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吉林大学、吉林人参研究院等多所科研院所、高校、人参行业协

会的专家学者以及人参企业代表200余人参加论坛。

与会人士认为，我省具有悠久的人参栽培历史，人参资源得天独

厚，发展前景良好。此次论坛的举行，通过专家学者集思广益，建言

献策，共话振兴，将有效促进我省人参产业向宽领域、高层次发展。

推动资源整合 共绘发展蓝图

中国人参产业发展高峰论坛举行

本报9月24日讯（记者黄国一）“我宣誓，我志愿成为一名中国旅

游志愿者，竭尽所能，奉献真诚，帮助他人，服务社会，为‘文明旅游’

贡献力量！”今天，由省旅游局、团省委、省文明办共同举办的吉林省

暨长春市旅游志愿者服务行动启动仪式在长春举行。70名旅游志

愿者宣读《中国旅游志愿者誓词》，正式宣誓履职。

据了解，为充分发挥旅游志愿者在提升吉林旅游形象、加快建设

旅游支柱产业等方面的特殊重要作用，我省将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吉

林省旅游志愿者服务行动。

此次旅游志愿者行动以全省5A级、4A级旅游景区和重要旅游节

庆展会为重点，依托青年志愿者群体、专业人士、旅游从业者和大中

专院校学生，力争通过3年时间，创建50家旅游志愿者活动先进景

区，招募2000名高素质旅游志愿者，年开展旅游志愿者活动不低于2

万天次。旅游志愿者主要工作内容包括景区安全疏导、导览解说、环

境卫生、困难帮扶以及旅游节庆展会志愿服务等工作。

启动仪式后，首批旅游志愿者分赴长春市各旅游景区开展志

愿服务。据悉，“十一”期间，旅游志愿者服务行动将在全省各地陆

续展开。

我省首批旅游志愿者正式上岗

本报讯（记者曾庆伟 通讯员边境）为切实保障中秋、国庆节日期

间我省水产品安全有效供给，省水利厅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健康水产

品上餐桌”行动，行动将持续到10月20日。

中秋、国庆期间是水产品集中上市的销售旺季，省水利厅和长春市

水利局于9月22日联合在新立城水库组织开展全省“健康水产品上餐

桌”专项整治行动启动仪式。这是我省连续第5年组织开展该项行动。

行动开展期间，执法人员将深入水产品批发市场等集散地开展

监督检查，进一步落实企业主体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政府属地管理

职责，强化执法检查，深化隐患排查，集中解决各环节的突出问题。

执法人员主要对各地渔业生产企业开展水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执法检

查，查看“三项记录”，检查水产品“质量月”、水产品“双打”及渔需物

资打假专项治理等工作开展情况。同时对全省重点区域、重要养殖

品种的产地水产品开展监督抽查和风险监测，并从评估与预警角度，

采取对产地水产品跟踪追溯形式，对部分流通领域水产品开展风险

监测，确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让餐桌上的水产品健康安全
我省开展水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行动

本报讯（炼金山）金秋送爽，稻谷飘香。连日来，前郭灌区红光农

场抢抓晴好天气，开镰收割早熟水稻，田间地头呈现丰产丰收的繁忙

景象。

近日，在位于红光农场三分场的稻田里，金灿灿、沉甸甸的稻谷

穗压弯了稻谷秆，在一望无际的稻田里，一台台收割机穿梭忙碌，红

光农场陆续进入收割期，在机器的轰鸣声中秸秆还田、稻米归仓。

陆钦森是红光农场三分场的农户，今年种了2.5公顷水稻，目前收

割的品种为“农大515”，成熟期为134天，成熟期早，颗粒饱满。看着刚

收获的稻米装进袋，陆钦森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按照目前每公顷

收获的水稻产量来计算，2.5公顷水稻能打5万多斤水稻。按照去年新

水稻每斤1.25元的价格计算，毛收入62000多元没问题。”陆钦森一边

擦汗一边乐呵呵地说。

近年来，红光农场依托资源优势和技术实力，努力加快水稻生产现

代化发展步伐。如今，全场4.3万亩水田已全部建成50米宽1000米长

的千米条田，田间子渠近65万延长米，确保了水稻生长期供水问题。

水稻种植逐步实现耕田、插秧、收割的精细化、机械化，机械收割机成为

秋收的主力军。

前郭水稻开镰收割

本报9月24日讯（记者杨桂清）金秋临江层林尽染、漫山红叶。

今天上午，由临江市花山镇政府、临江市户外运动爱好者协会主办的

“枫韵临江·红动中国”临江市第二届枫叶民俗文化节开幕仪式在花

山镇老三队村龙润温泉举行。

据悉，此次文化节为期10天，期间将举办临江文化旅游产品展

销会、户外爱好者花山行、“枫林秋韵、最美乡村”摄影大赛及诗歌写

作大赛、民俗文化体验等系列活动，吸引了来自沈阳、抚顺、哈尔滨、

长春等地的1万余名游客慕名前来参加。

“我们将以枫叶民俗文化节为契机，进一步展示临江的青山绿

水，让更多人了解临江、爱上临江。”临江市副市长韩玉春表示。为了

将旅游产业打造成支柱产业，临江市适时提出了“一带双环”旅游发

展理念，把境内单体旅游景点穿成“项链”，引成“玉带”，打造精品旅

游线路，助推旅游产业升级。

临江枫叶民俗文化节启幕

王爽同志逝世
中共吉林省委老干部局原副局长王爽同志

（离休干部，享受正厅级待遇）因病于9月8日在长

春逝世，享年89岁。

王爽同志是辽宁省昌图县人，汉族。1947

年 11月参加革命工作，1950年 8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历任吉林省农工部副处长，省委组织部纪

律检查处处长，省人事局副局长，省委老干部局

副局长等职务。

王爽同志的骨灰安放在长春革命公墓。

本报讯（记者缪友银）吉林财经大学国

际经济贸易学院2015届毕业生王佐文的创

业项目“宅窝窝”垂直物流平台获得天使投

资500万元。如今，该项目已在吉林财经大

学、长春财经学院正式运营。

“宅窝窝”是一款以高校快递“最后一公

里”服务为切入点的工具化应用，旨在利用

移动互联网的普及红利，为广大高校用户提

供掌上一站式物流体验。长期以来，“校园

快递最后一公里”难题困扰着高校的校园管

理。“宅窝窝”立足这一难题，在高校建立一

个校园分拣中心，再将待送包裹准确送至各

公寓楼长处，由楼长完成最后一棒派送，确

保每件快递都能精确地送到用户手中。王

佐文表示，“未来‘宅窝窝’会融入更多增值

服务项目，校园垂直O2O是它的一个重要发

展方向，并借此打造中国最大的专注于学生

C2C领域垂直平台。”

“宅窝窝”项目投资人是来自北京的一家

网络公司。“项目最吸引我的是它的商业运行

模式。它做高校物流垂直平台，有庞大的用户

基数和精确的目标用户。未来，我们渗透上百

所、上千所大学之后，便可轻松引入第三方增

值，实现‘羊毛出在猪身上’。”该投资人表示。

“宅窝窝”项目是我省大学生参与创新创

业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我省十分重视大学

生创新创业教育，很多高校成立了创新创业

教育培训中心，创建了大学生创业实训实验

室、大学生拓展训练基地以及大学生创业孵

化基地，我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明显提升。

吉林财大学生创业项目受青睐
“宅窝窝”获天使投资500万元

本报讯（记者孟歆迪）9

月 23 日，记者在长春火车站

获悉，自吉图珲高铁正式开

通以来，吸引了许多旅客选

择在中秋、国庆期间乘坐“东

北最美高铁”，来一次说走就

走的旅行。

据统计，从 20 日长珲线

开通到23日 18：00已运送旅

客近3万人。截至目前，该线

节日期间车票已预售 3.2 万

张，仅9月30日就预售了6200

余张。

节日期间，长春站、长春

西站到延吉、珲春方向共有23

趟列车，其中长春站21列、长

春西站2列。中秋、国庆期间，

长春、长春西站到北京、大连

北、哈尔滨西、榆树、白城方向

临客10列。

本报9月24日讯（记者孟

歆迪）记者从铁路部门获悉，

国庆黄金周期间将迎来客流

高峰。吉图珲高铁预计发送

旅客30万人，日均3.5万人，

10月1日、7日，单日发送旅客

将达4万人。

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沈

阳铁路局计划加开临时旅客

列车21.5对，计划安排37对

动车组列车重联运行，增加动

车席位4万个，满足广大旅客

度假旅游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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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节来临之际，临江边检站官兵开展了“中秋回‘家’团圆、飘香月饼暖兵心”活动，将孤寡、留守抗战

老兵们接回部队，一起回顾峥嵘岁月，共同品尝亲手制作的月饼。 赵建龙 郭子奇 摄

（上接第一版）本次论坛以“创

新 时 代 与 大 学 责 任 ”为 主

题， 围绕高校创新文化培育、

创新人才培养、创新能力提升

等进行研讨交流，必将进一步

推动海峡两岸高校创新创业教

育改革，更好承担起创新时代

赋予高等教育的新使命。张伯

军提出三点倡议：积极推动两

岸院校开展青年教师互聘互

访，让创新的教育理念、教学内

容与教学方法在交流合作中共

同发展；积极推进两岸高校学

生互派交流，让更多的优秀学

子感受多元创新创业文化，激

发出更多的创新创业火种；积

极推动两岸高校间的科技创新

与合作，共建高水平科技创新

平台，联合开展课题研究，大力

提升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

能力。

来自台湾大学、台湾清华

大学、台湾师范大学、清华大

学、东北师范大学、哈尔滨工

业大学等大学的 12 位校长作

了发言。出席论坛的大学校长

围绕创新时代与大学创新文化

培育、创新时代与大学创新人

才培养、创新时代与大学创新

能力提升等论题进行了深入

研讨。

承担起创新时代的新使命

（上接第一版）
齐续春感谢省委、省政府给予民革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说，振兴

发展中的吉林发展空间广阔、潜力巨大，尤其是政治生态好，干部群

众精神状态好、劲头足。在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积极推动下，

吉林积极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不断提升职业教育发展水平，职业

教育特色鲜明，成效显著。民革中央将继续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建言

献策，进一步推动吉林“中国职业教育示范区”建设、推动吉林职业教

育与产业深度融合发展，为吉林新一轮振兴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房俐，省政协副主席张伯军，省政协秘书

长包伟，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加快推进吉林现代职业教育

（上接第一版）推动吉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不断发展。

顾秀莲充分肯定了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预祝中国中

小企业节圆满成功，并表示国家关工委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吉林工作，

总结推广吉林的好经验、好做法。希望吉林关工委要围绕中心、服务

大局，充分发动和凝聚“五老”志愿者队伍，为下一代健康成长办实

事、办好事。

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房俐，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荀

凤栖，原省级老领导、省关工委主任孙耀廷，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吴

玉珩参加会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