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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伟国 实习生张敬源）9月7日，安

图县法院为在审理案件时为让信息多跑路，让当事人

和法官少跑路，最大限度地节约司法资源，保障当事人

合法权益的实现，建成了符合本地实际的八个“点对

点”查控系统。

据了解，安图县法院八个“点对点”查控系统是全

省首个，该系统于6月6日开通试用。“点对点”查控系统

是针对农村当事人的财产特征与相关部门联合形成精

准查询平台。通过这套软件，安图县法院与县财政局、

县林业局、县水利局、县民政局、县公安局等八个系统对

接，能够迅速查询被执行人的财产信息，为查封、冻结、

扣押被执行人财产，确保案件执行提供了支持。

若当事人拒不执行法院生效判决导致执行难，安

图法院设置了移动曝光台，在充分利用报纸、电视、微

信曝光失信被执行人信息的基础之上，还在临街处设

立大屏幕，循环播出失信被执行人信息，运用社会舆论

促使被执行人履行义务。

截至目前，该系统试用三个月已查询446次，其

中，查询到有房产的被执行人16人、房产247处，有工

资的被执行人9人、工资46071元，有林地的被执行人

5人、林地5处，总面积1886亩；发布执行悬赏公告5

次；借助曝光台发布失信被执行人信息162人次，已有

15人主动履行了义务；将1起涉嫌拒执罪案件移送公

安机关。

“还不到一年时间就有了收益分红，感谢

谷书记对我们贫困户的关心和帮助。”2月8

日，贫困户范凤军从谷凤杰手里接过第一笔

分红资金后难掩激动心情，还有2户贫困户跟

他一样，都得到了入股人参种植产业的1000

元分红资金。

自2010年7月谷凤杰出任敦化市大石头

镇三道河子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以来，

她时刻将百姓的事情放在心上，还自掏腰包

发展扶贫产业，把一桩桩、一件件好事实事办

到了村民的心坎上。

谋划产业助脱贫

为了能带领村民共同致富，谷凤杰全面

分析本村发展形势，拓宽思路，狠抓产业发

展。2011年起，她带领全村160余户农户发

展黄牛养殖；2012年，她带领村民创办敦化市

大石头镇三河富民蛋业专业合作社；2013年，

她带动56名社员成立了敦化市谷丰大豆玉米

种植专业合作社；2016年，她创建了全市第一

个巧姐创业示范村，发展“炕头经济”；2017

年，她个人出资60万元，利用自家的2公顷

地，带领村民发展人参种植产业，而且和不具

备种植条件的贫困户签订了委托种植协议，

使自主经营能力弱或没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

享有零风险净收益，确保贫困户能真正实现

脱贫。如今，她又积极谋划拓展新的产业发

展方向，计划建设两个无公害蔬菜大棚，并带

领村民发展庭院经济，动员村民利用自家房

前屋后养殖北京油鸡，打造出三河村品牌鸡、

品牌蛋。

小村旧貌换新颜

新修的水泥路宛如蛟龙，路旁的花草树木

郁郁葱葱，户户农家瓦房鳞次栉比，还有那青

山绿水风景如画……不足千人的三河村在几

年间发生了翻天地覆的变化，村民们都感叹，

小村旧貌换新颜，凝结着谷凤杰太多的汗水

和心血。

近年来，在延边州委组织部和敦化市相

关部门的支持下，三河村掀起新农村建设、环

境卫生整治热潮。谷凤杰以改善农村公共基

础设施建设为突破口，建设主巷道铁艺栅栏

8500延长米、砂石铺垫边沟8500延长米、修建农田作业道5600延长米、完成

建设牧业小区一期工程3栋200平方米。三河村已向“设施齐全，功能完善，

路网相联”的社区化生活迈进。

目前，在敦化市妇联的指导下，三河村正推进创建“干净人家”助力脱贫

攻坚活动，组织全村巾帼志愿者帮助贫困户及无劳动能力的孤寡老人、残疾

人勤打扫室内和庭院卫生，进一步提高贫困户生活质量、改善贫困群众生活

环境和精神面貌。

文明之花竞绽放

村民的生活水平在天天提高，精神需求也越来越大。谷凤杰积极带领支

部一班人成立了锣鼓乐队，逢年过节大显身手，不仅吸引了本村群众，而且引

得三乡五里的老乡们都来观看，极大地丰富了村民的精神生活。

同时，谷凤杰把争创“十星级文明户”作为村民争荣誉、赶先进的主要形

式，并作为党支部的一项重要工作常抓不懈，民风得到明显好转。她建立健

全了民调会、治保会、巾帼志愿服务队、治安巡逻队等，开展了评选“最美家

庭”“致富能手”等活动，通过典型引导，榜样带动，全体村民的文明意识进一

步提高。现在全村呈现出社会治安稳定、邻里和睦、村容整洁的社会主义新

农村新风尚。

今年，谷凤杰当选为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之后，深感责任重大，她表

示，今后将以百倍的努力，回报群众对她的信任。为实现十九大报告中提

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更加忘我地工作，进一步提升全体村民的获得感、幸福

感贡献力量。

旅游花开“香”四野，经济收入节节高。

片片莲叶随波荡漾，朵朵莲花伴风摇曳。7月22

日，2018 中国·敦化六鼎山莲花节在圣莲池盛大开

幕。现场通过古琴演奏、旗袍秀、瑜伽、太极拳、文艺

演出、摄影展等多种形式展现莲花文化，吸引着游客、

摄影爱好者们汇聚景区，共享莲花盛会。

一场场瑰丽璀璨的晚会让上万名市民观众沉醉其

中，一场场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国内外游客尽享精彩的

文化盛宴。8月24日至8月28日，历时5天的2018中

国图们江文化旅游节吸引了包括俄罗斯、韩国在内多

达25万人次的游客到图们旅游观光。

秋风送爽，硕果飘香。海兰江畔丰收在望，琵岩山

下风光醉人。8月26日，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

活动暨龙井第九届“中国朝鲜族农夫节”盛大开幕。近

万名游客齐聚一堂，尝美食、品米酒、看演出，体验朝

鲜族特色民俗风情。

……

全面落实旅游兴州战略部署，深入推进全域旅游

发展。上半年，延边州接待海内外游客970.98万人

次，同比增长12.89%，实现旅游总收入193.25亿元，同

比增长15.08%。延边州以全域旅游为主线，整合旅游

资源，突出项目带动，加快融合步伐，绘就了一幅富民

兴州的宏伟蓝图。

全力推进“旅游兴州”战略进程

2017年12月，延边州旅发委开始按照州政府要求

集中主要力量对全州旅游资源进行专题调研，形成了

《兴州富民的新引擎——关于加快推动延边全域旅游

发展的调研报告》。全州上下迅速形成大力发展全域

旅游，推动旅游兴州的共识和氛围。

按照旅游兴州战略部署，延边州制定出台发展全

域旅游政策文件和工作方案，明确发展目标，细化工作

任务，落实专项资金，为发展全域旅游提供组织保障、

政策保障和资金保障。截至目前，已经出台《关于大力

发展全域旅游推动旅游兴州的实施意见》和《关于促进

全域旅游发展的若干意见（试行）》。

延边州扎实推进航线开发工作，以培育延吉朝阳

川国际机场为东北亚门户机场，打造东北亚旅游目的

地，架设空中便利通道为目标，进一步加大国际航线开

发力度，稳定运行国际日本大阪、国内宁波航线，恢复

延吉至海参崴航线。延吉经大连至南京航线的开通，

弥补了延边与南京两地空中通道的空白，为两地游客

通行提供了便利。

多措并举加快全域旅游发展

中国（延边）朝鲜族民俗园开园，安图雪山飞湖度

假区、敦化雁鸣湖温泉度假区、龙井裕泷水韵民俗园、

仁化民俗园、延吉春兴古村等投入运营，图们日光山花

开如海，吸引众多游客自驾游玩……随着一大批规模

大、特色鲜明的旅游项目相继建成，擎起了延边州旅游

发展的脊梁。

项目带动促进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延边州制定了

2018年至2020年22个亿元以上推进项目计划，其中，

50亿元以上3个，10亿元以上19个，计划总投资711.4

亿元。今年，延边州推进旅游项目34个，计划总投资

256.6 亿元，计划完成投资 15.9 亿元，开复工率达

82.7%。厕所革命、景区公路、旅游咨询服务等综合服

务设施建设均列入县市年度发展计划。组织全州红色

旅游项目汇总推进，推进汪清县东北抗联红色文化园

区、敦化陈翰章烈士陵园等项目加快建设……延边州

还编制全域旅游规划、举办旅游节庆活动、打造景点旅

游线路、开发特色旅游商品等，多措并举搭建全域旅游

发展基本框架，着力打造全域旅游发展新格局。

“旅游+”行动前景广阔

“旅游+服务业”。加快发展“互联网+旅游”产业模

式。扩大“旅游年卡”功能，建立旅游大数据中心，推

动延边旅游便利化、智能化、现代化。

“旅游+农业”。加快推进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美

丽乡村、城乡一体化等深度融合，积极发展乡村观光旅

游、民俗旅游和农事耕作旅游，加快推进旅游扶贫和旅

游富民。

“旅游+文化”。进一步挖掘民族历史和民俗文化

积淀，设计开发能够充分展现延边特色的文化旅游精

品。提升延边旅游文化体验。

“旅游+林业”。落实好中央环保、东部绿色精品

带、东北虎豹保护区建设等战略，将旅游与森林大健康

养生紧密结合，因地制宜建设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发

挥森林生态大效益……

作为国家级旅游业改革创新先行区，延边州坚定

不移走旅游带动、产业融合之路，加强县域统筹、行业

协调，以“旅游+”行动，引领旅游业发展成为综合产

业、创意产业、绿色产业、幸福产业、开放共享型产业

和生态健康型主导产业。

旅游兴则百业兴，百业兴则百姓富。当下的延

边，全域旅游正以跨越之势带动全州经济更好更快发

展。

本报讯（记者王雨）近年来，延边州加快信息化发

展，相继获批国家信息消费试点城市、宽带中国示范城

市、电信普遍服务试点城市等国家级殊荣，信息基础设

施、两化融合等方面成效显著，为数字城市建设奠定扎

实的基础。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快。目前，延边州所有区

域已完成光纤化改造，城市20兆端口占比达到100%，农

村8兆以上端口占比达100%，涉及全州8个县市、66个

乡镇及其下的自然村的用户，宽带端口利用率从“十二

五”期末38.67%提升到40.2%，移动网端口利用率从“十

二五”期末13.82%提升到35.2%，在全国率先完成了行

政村光纤全覆盖。

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吉林新元木业有限公

司等4户企业获得国家级“两化融合贯标试点企业”称

号；吉林敖东延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获得省级“两化融

合（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企业”称号。珲春资金矿业有限

公司等3户企业被评为省级两化融合（智能制造）示范

试点。

电子商务发展迅猛。目前，全州各类电商企业

1010 家，平台企业 31 家；2017 年，全州电商交易额

687.65亿元，位列全省前列，线上销售额230.5亿元，增

长27.2%；延吉连续四年入围阿里巴巴全国电商百佳县

榜单，吉林省唯一。延吉、敦化等6个县市列入2015、

2016、2017年“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占

全省三分之一；珲春、汪清等6个县市分别进入“省级县

域电子商务试点县市”；延吉高新区、延边新兴工业集中

区被确定为“省级电子商务示范基地”。

云计算产业粗具规模。延边州先后引进众生、浪

潮、联通等云计算中心项目，其中，众生云计算主要拓展

的客户涵盖CDN（内容分发网络）、电商、政府机构和银

行等行业。浪潮“企业上云”项目，建立“企业上云”技术

服务联盟，为企业上云提供技术支撑。开展企业上云宣

传培训，制定促销政策，完善企业实名注册信息的优惠

活动，加快企业上云推广。联通主要开展政务云业务，

为政务工作提供支撑。

软件及信息服务业快速发展。现在，全州共有软件

企业近200家，产品从当初简单的网络建设和初级的设

计开发到目前涵盖了动漫、游戏、服务外包，嵌入式软

件、即时通讯、电子商务平台等各种类型的产品，并已经

应用到了通信、交通、教育、卫生、医疗、政务等领域。

152款软件产品获得了国家版权局颁发的软件产品著

作权，为教育、出版、卫生、医疗、交通、旅游、公检法系

统、海关、电商等领域和行业用户提供信息及安全服

务。延边巨龙信息技术、延边创业软件新三板挂牌。

服务外包产业优势明显。全州约60%的企业直接

或间接从事面向日本、韩国以及欧美市场的外包业务，

提供软件开发、电子出版、网络教育、信息服务、呼叫中

心、游戏动漫等外包服务。神丰、阿斯达、佳娜多、新普

瑞等日、韩外资企业规模较大，一般人数在200人至400

人，企业运营较好。据统计，约40家企业实现了离岸服

务外包产值2000万美元，约占吉林省50%。

延边州发放创业担保贷款11075万元

本报讯 截至 7 月末，延边州共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11075 万元，

直接扶持创业者 778 人，带动再就业人数 2127 人，完成全年计划的

65.15%。

创业担保贷款是国家创业促就业的重要惠民政策，在实施就业

优先战略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今年以来，延边州把落实创业担保贷

款政策作为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促进就业再就业的重要举措，

指导全州创业担保贷款工作，稳步推进创业担保贷款工作。在实行

“只跑一次”服务的同时，对符合条件的贷款户现场进行审批，对符

合条件的在15个工作日内将贷款发放到位，切实发挥创业担保贷款

专项资金在促进就业、改善民生方面的重要作用。

延吉市建设“党爱超市”促脱贫

本报讯（通讯员付杨）近日，延吉市朝阳川镇太东村里喜气洋

洋，村民们拿着在“党爱超市”兑换来的商品，一个个美滋滋的。

据了解，延吉市以建设“党爱超市”为平台，以激发党员和群众

内生动力为方向，着力打造“党建+社会治理”模式，提升农民自我管

理、自我服务水平，充分调动党员群众参与农村发展的积极性、主动

性。近期，延吉市将陆续完成 10个建档立卡贫困村和 6个重点涉贫

村“党爱超市”建设，并培训专职人员，挂牌投放物资，正式规范运

行。2019 年初，延吉市将全面推广“党爱超市”建设，积极开展创建

工作，力争实现“党爱超市”在56个村全覆盖。

汪清县老旧小区改造工程进展顺利

本报讯（实习生张敬源）今年，汪清县老旧小区改造工程目前已

经全面启动，包括信德花园小区、鑫森小区、桥西清河小区和大明小

区4个小区在内的39栋楼，计划改造面积20.3万平方米。

信德花园小区是汪清县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开工最早的小区。

由于年久失修，配套设施老化，建筑物破损现象逐年严重，物业撤离

后产生了环境卫生问题，需新铺污水管线530米、雨水管线472米。

据了解，该工程改造内容主要包括地下管网改造、室外配套设

施改造和建筑维修改造三个部分。汪清县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分三

年实施，共涉及城区 388 栋老旧住宅，改造总建筑面积 177 万平方

米，总投资3.9亿元，工程计划2020年 10月完工。

旅游兴州旌旗展 魅力边城引客来
——延边州旅游业发展综述

本报记者 张伟国 代黎黎

延边州加大信息化建设力度

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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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图县法院节约司法资源提高执行效率

在省内首创八个“点对点”查控系统取得成效

近日，龙井市白金乡党委、政府在勇新村文化广场，为6

户美丽庭院家庭颁奖，进行表彰。 金泽南 摄

9月3日，2018中国·六鼎山朱果节在敦化市清始祖文化园盛大开幕。游客们通过

观看满族民俗文化图片展览，了解传统的民族文化。还有旗袍走秀、文艺演出及满族

婚礼展演等节目将活动推向高潮，让游客们大饱眼福。 史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