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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省委十届八次全会精神

本报讯（记者刘姗姗 聂芳

芳 张妍 王丹 杨悦）省委十届八

次全会召开后，全省企业迅速学

习传达全会精神，掀起了贯彻落

实全会精神的热潮。大家纷纷表

示，要切实增强政治责任感和现

实紧迫感，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把

继承创新抓在始终，为吉林发展

奉献自己的力量。

吉化总经理孙树祯说：“此次

全会让人倍感振奋，吉林石化作

为国有企业，必将始终坚持党的

领导不动摇，坚定不移推进全面

从严治党，加强党的建设不放

松，牢记责任使命，理直气壮地

把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下一步，

吉林石化将贯彻国有企业坚持

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四

个坚持”总要求，持续推进企业

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反腐倡廉

和制度建设，大力弘扬“石油精

神”及吉化“四种精神”，不断巩

固扩大政治优势，提升党建科学

化水平，为打造特色鲜明的大型

炼化一体化生产基地的目标努

力奋斗。 (下转第三版)

增强政治责任感 开创振兴发展新局面
省委十届八次全会在企业界引起强烈反响

新华社北京11月27日电（记者安蓓 陈

炜伟）《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

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27日正式对外公

布。这是我国首次以中央名义出台产权保护

的顶层设计。

加强产权保护，根本之策是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意见》明确了进一步完善现代产权

制度、推进产权保护法治化的五个原则：

——坚持平等保护。健全以公平为核

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

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

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公有制经济财产权

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

侵犯。

——坚持全面保护。保护产权不仅包括

保护物权、债权、股权，也包括保护知识产权

及其他各种无形财产权。

——坚持依法保护。不断完善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强化法律实施，确保有法

可依、有法必依。

——坚持共同参与。做到政府诚信和公

众参与相结合，建设法治政府、责任政府、诚

信政府，增强公民产权保护观念和契约意识，

强化社会监督。

——坚持标本兼治。抓紧解决产权保护

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提高产权保护精准度，

加快建立产权保护长效机制。

《意见》明确了产权保护的十大任务：加

强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保护；完善平等保护

产权的法律制度；妥善处理历史形成的产权

案件；严格规范涉案财产处置的法律程序；审

慎把握处理产权和经济纠纷的司法政策；完

善政府守信践诺机制；完善财产征收征用制

度；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健全增加城乡居

民财产性收入的各项制度；营造全社会重视

和支持产权保护的良好环境。

作为顶层设计，《意见》逐条明确了各个

任务的具体负责部门。记者了解到，相关配

套实施方案正在制定中。

（相关报道见第三版）

我国首次出台产权保护顶层设计
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意见》

冰雪初临，记者来到中朝圈河口岸，辽阔

的图们江上已覆盖着皑皑白雪，一座崭新的

公路大桥横跨东西，气势夺人。大大小小运

输车辆有序通关，火热的景象与气温形成强

烈反差。

这座大桥连接中国珲春圈河口岸和朝鲜

罗先元汀口岸，是中国进入朝鲜罗先经贸区

的主要通道。据了解，中朝圈河至元汀界河

公路大桥位于原有圈河口岸大桥上游，距图

们江入海口约36公里。新老桥梁间距30米，

桥梁全长549米，宽23米，采用上下行分幅设

计，路线全长0.959公里，采用设计速度为60

千米/小时的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引道路基

宽度23米，于今年10月28日贯通。

在珲春边境经济合作区的南侧，一个40

万平方米的厂区内，烟囱高耸，厂房林立，这

就是延边州最大的工业项目——紫金多金属

复杂金精矿综合回收项目现场。

走进熔炼车间，隆隆的机器声，到处散发

着浓烈的生产气息。厂房的上方是两个阳极

炉，并连接着溜槽，下方正中间是两个巨大的

圆盘浇铸机，每个圆盘浇铸机靠外的一侧都

建有一个四五米长的水槽。这只是熔炼车间

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是危险作业区域看不

到，那也是冶炼的第一道工序。精铜矿粉通

过侧吹炉熔炼、转炉吹炼后才能进入到我们

所见的生产区域。吹炼后的铜水经过阳极炉

精炼，再通过溜槽流到圆盘浇铸机，最终浇铸

成阳极板，阳极板经过水槽降温后就完成了

所有工序。”紫金多金属复杂金精矿综合回收

项目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变冬闲为冬忙，珲春大地处处涌动着大

发展、快发展的热潮。放眼望去，各个重大项

目现场均呈现出热火朝天的景象：有的已建

成投产，有的正在安装调试设备，有的争分夺

秒抢工期、抓进度……近年来，珲春市正大步

向前践行着“争当全省开放桥头堡、改革试验

田、发展排头兵”的发展目标，奏响了珲春加

快开放发展的时代强音。

——总投资4亿美元的珲春浦项现代国

际物流园区总占地面积150万平方米，拥有

转载功能的露天堆货场，具备保管、加工、包

装、通关功能的仓库、集装箱中心和集配送设

施，年货物吞吐量1500万吨；

——总投资10亿元的雅戈尔（珲春）国

际服装城项目已于10月投入试运营，项目建

成达产后，预计年生产加工衬衫600万件、西

服80万套、休闲服120万件，年产值10亿元，

税金1亿元；

——总投资3.05亿元的年产600吨黄

腐酸钠医药中间体项目填补珲春生物医药

高科技项目的空白，建成后预计年产值将达

30亿元，销售收入为25亿元，解决劳动力就

业300名。

今年，珲春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了项

目建设“抓三早”“促三好”活动。实施重点项

目260个，总投资2300亿元。其中，10亿元

以上项目32个，5亿元以上项目18个，1亿元

以上项目101个，3000万元以上项目109个。

项目建设，牵动发展全局，决定发展地

位，关系发展质量，代表发展形象。11月20

日，珲春市召开重大项目攻坚动员会议，决定

启动项目建设“三年攻坚”活动，推进重点项

目建设，优化投资结构，保持投资适度增长，

强力助推经济建设实现新跨越。

珲春市委书记高玉龙介绍：“实施项目攻

坚是贯彻中央精神的迫切需要。近年来，‘出

境加工复进境’政策、内贸货物跨境运输、中

俄珲马铁路、对朝路桥建设、引进境外技术人

才等项目和做法，都让珲春在项目总量上了

一个大台阶。‘三年攻坚’活动将围绕建设能

源矿产加工集散、木制品加工集散、海产品加

工集散、纺织服装加工、商贸物流‘五大基地’

和有色金属、新型建材、旅游休闲等‘八大百

亿级产业’来谋划项目，把培育和壮大税源经

济作为项目建设的主攻方向，重点建设项目

320个，将珲春打造为智慧之城、科技之城、

生态之城、开放之城、旅游之城。”

直观的数字，是珲春市贯彻省委“五大

发展”战略的成绩单，也是狠抓项目建设发

展的硕果：2016年珲春市预计实现地区生

产总值156.5亿元，年均增长11.5%；外贸进

出口总额14.7亿美元，年均增长14.4%；完

成固定资产投资 164.5 亿元，年均增长

14.8%。同时，合作区预计实现地区生产总

值100亿元，年均增长15.8%；规模以上工业

总产值244亿元，年均增长17.5%。全市工

业用电量年均增长19.9%，工业总量和增幅

跃居全州第一位，县域经济排名从全省第

16位跃升至第3位。

力借东风劲扬帆，强势崛起正当时。一

个新项目就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极，一笔投

资就是一股新鲜血液，珲春在项目建设工作

上谋划力度大、抢抓进度快、发展理念新、服

务意识强、干部状态佳，强有力地推动了珲春

发展再上新台阶。在我省全力推进东部绿色

转型发展区建设之际，珲春市将绿色转型发

展这一战略，贯彻落实在经济发展布局、区域

板块规划和招商引资项目等各个方面，真正

实现了“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为吉

林新一轮振兴发展作出了新贡献。

奏响加快开放发展的时代强音
——珲春市全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纪实

本报记者 王法权 田婕

本报讯（记者李晓静）今年初，省政府将建设 6个县

级中医药特色老年健康中心项目列入民生实事，现在情

况怎么样了？日前，记者从省中医药管理局了解到，该

项目已全部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极大地方便了老年患

者的诊治和康复。

该项目由省中医药管理局负责实施完成。3月份，省中

医药管理局开始组织项目申报，经过认真遴选，确定了德惠

市中医院、桦甸市中医院、延吉市中医院、通化县中医院、东

丰县中医院、前郭县中医院6家项目建设单位，通过改扩建

和新建形式，融合中医特色健康管理，为区域内养老机构的

老年人提供养生保健、医疗、康复、护理服务，逐步实现中医

医院与养老机构合作。

记者在德惠市中医院老年健康中心采访时看到，

该院将便于老年患者就医、取药的二楼改建为老年健

康中心，中心分为门诊、康复大厅和病房区域三部分，

老年人的常见病、多发病和急危重症都可以在这里得

到及时治疗和康复。在康复大厅里，患者祝长征正在

做感觉系统恢复的机器理疗。62 岁的祝长征是德惠

人，3个月前突发脑出血，虽经及时抢救保住了性命，但

右侧肢体丧失了活动能力，每天都离不开家人的照

顾。得知德惠市中医院新开设了老年健康中心，可以

进行脑出血后遗症的复健后，家人就把他送到了这

里。“如果这里不能进行康复训练，我们就得去长春，还

得有人专门陪伴，给我们的家庭带来很大压力。现在

在家门口就能进行康复，我们觉得很方便。”祝长征的

儿子说。

据介绍，该医院6月份正式开诊以来，已接收患者4086

人。“德惠市有近20万的老年人口，以前像患有脑血栓后遗

症等老年病的患者，想康复都得去外地，现在在这里就可以

得到全方位的治疗和康复。另外，新农合患者也可以报

销。”宋慧波说。

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省中医药管理局局长邱德

亮说，通过该项目的建设，旨在增加老年病床数量，充

分发挥中医药养生保健、重大疾病的预防、慢性病的早

期干预和健康管理方面的优势，形成稳定期健康宣教、

急性期救治、恢复期康复护理为主，以及包括临终关怀

在内的一体化健康养老服务体系。截至 10 月末，该项

目全部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门诊诊疗人次已累计达

到 59250 人次。

省政府民生实事项目，融合中医特

色健康管理，为区域内的老年人提供养

生保健、医疗、康复、护理服务——

6个县级老年健康中心投入使用

本报讯（记者孙寰宇 通讯员崔中侠）近

日，中车长客股份和澳大利亚唐纳（Downer

EDI Limited )等公司组成的联合体“进化轨

道”（Evolution Rail），与澳大利亚公共交通

运输部签署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政府高运量

地铁车（HCMT）项目合同，合同总金额20亿澳

元（约合101亿元人民币），其中长客股份约

占合同总金额的45%。

HCMT项目是维多利亚州政府有史以来最

大的地铁车辆采购项目。此项目包括未来6

年间将在维多利亚州生产的65列高运量地铁

车辆，以及相关列车维护场地的修建。长客

股份在该项目中的合同范围主要包括：65列

高运量地铁车辆的设计、制造和调试；两套模

拟器的设计和制造；参与Evolution Rail股

权投资［出资不超过1500万澳元（约合7600

万人民币），持股比例为10%］。首列HCMT地铁

车预计于2019年中期投入运营。

据悉，此项目是继长客股份公司与澳大

利亚唐纳（Downer）公司合作，于2007年至

2014年期间成功交付澳大利亚悉尼EDI项目

626辆不锈钢双层电动动车组之后，又一次

服务澳洲市场。这也是我国轨道交通装备制

造业打入发达国家市场的成功范例。

中车联合体与澳签百亿大单
长客股份占合同总金额45%

近年来，

辽源市龙山区

寿山镇鼓励农

民发展蔬菜、

花卉大棚。目

前，全镇大棚

已发展至近

500栋。图为

寿山镇七一

村4组村民于

秀杰正在侍

弄花卉。

本报记者 赵蓓蓓 摄

本报讯（记者孙翠翠）记者从省粮食局获悉，截至11月

24日，我省累计收购新粮85.5亿斤。其中，玉米63.8亿斤

（玉米深加工企业收购31.2亿斤），稻谷20.8亿斤，大豆0.5

亿斤，其他0.4亿斤。目前，我省玉米收购价格0.70-0.78

元/斤，普通稻谷收购价格1.55-1.58元/斤上下；优质稻谷

1.60-1.65元/斤上下。

我省粮食收购超85亿斤

本报讯（韩冰 记者吕瑞东）经历了 10 个多月的努

力，阿里巴巴农村淘宝项目乾安服务中心于近日正式

投入运营，开启了乾安县“互联网+绿色产业”电子商务

发展新模式。30 名“村小二”兴高采烈地挂起了农村淘

宝服务站牌，标志着阿里巴巴在我省率先推行 3.0 服务

战略。

自与阿里巴巴签订“农村淘宝”项目合作协议后，乾安县

迅速成立电子商务领导小组和电子商务服务中心，从项目设

施建设、资金保障到服务跟踪等方面，都给予重点扶持，保障

了项目快速落地和建设步伐。

该项目的正式运营，有效加速提升了乾安县“工业品

下乡”和“农产品进城”的双向流通能力。一方面，代买可

以让广大农村群众享受到与城市一样的消费选择，实现以

较低的价格买到优质的生活消费品和生产资料，有效节约

支出；另一方面，代卖可以让更多优质农特产品通过网络

直销到全国各地，减少中间环节，帮助群众增收。此后，不

仅乾安黄小米、糯玉米、红辣椒等特色农业品牌又多了一

条网上销售新路，乾安特色农畜产品线上展示与销售规模

也将借此逐步扩大，进一步促进农民增收、企业增效、产业

发展。

乾安县所字镇农村淘宝服务站负责人孙彩凤介绍说，

所谓3.0模式，并不仅仅是改个名，服务内容也有变化，村淘

点承担的职责将不再是购物和卖货这样简单，而是围绕生

态服务、创业孵化和文化公益三个中心，为村民提供日常生

活便利、创业培训和支持以及文化、娱乐、公益行动等全方

位服务。

乾安3.0阿里巴巴农村淘宝项目开张

暖棚富民
奔小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