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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冬季降临，瑞雪落地，冰雪便赋予了长

春这座城市独特的精神底蕴，构筑起属于北国

春城的时尚和激情。

就在这个冬天，一件件世界级冰雪艺术品，

正慢慢地从长春莲花山上“长”出来……12月

28日，斥资8.5亿元，位于长春莲花山生态旅游

度假区天定山国际度假小镇中心区域的长春冰

雪大世界正式启幕。

在这里，白天可以感受晶莹剔透、纯白无

暇的冰雕、雪雕艺术品；夜晚置身于五彩斑

斓的灯光秀中，仿佛处于梦幻的童话世界，

尽情地近距离感受冰情雪韵带来的魅力与

震撼。

在冰雪大世界开放前夕，记者曾来到建设

现场，观看、倾听这个正在建设中的冰雪大世界

背后的故事。

一份初心一份初心
情深意切的冰雪情怀情深意切的冰雪情怀

走进长春冰雪大世界，首先映入眼帘的便

是景区的大门，它仿佛正张开臂膀，热情拥抱着

你，欢迎着你。

漫步在冰雪大世界内，可以看到几乎全部

的冰雪建筑都已完美成型，建筑现场的工作人

员正在做着收尾工作，他们的目光炯炯有神，仿

佛有种能够穿透人心的力量，引发你内心中、血

脉中的激情。

望着这片广阔的冰雪世界，耳边传来了项

目负责人的声音：“以往，在长春的冬天，大多数

人可能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滑雪，被人记住当然

是好事，但也正因如此，造成了长春丰富的冰雪

资源利用不充分的现象，所以，一定要打造一个

集聚冰雪资源的项目，而且不仅要建，还要建世

界最大的，建一个让全世界人都能够记住的、难

以忘怀的。”

正说着，记者发现这位负责人的眼神越来

越亮，炯炯有神的目光再一次近距离地呈现在

眼前，仿佛照散了心里所有的疑惑与不解，那份

浓浓的、化不开的激情与感动，正是源自于内心

深处、血脉深处的一份永恒不变的初心，一份情

深意切的冰雪情怀。

“冰雪对于长春而言，既是自然资源，也是

旅游产业，更是文化名片。我们的愿景就是要

让长春的冰雪变得更加美丽，让每一个来到这

里的人都惊叹于它的美，记住它的美，来到这里

就不想走了。”长春冰雪大世界项目负责人说。

置身于这片冰雪世界中，仿佛更能感受到

这份初心所带来的无穷力量，也更加能感受到

冰雪焕发出的无穷魅力。因为这份初心，终年

凝固在水面上的大片坚冰，仿佛被赋予了灵魂

一样，“走到”岸上，化身一座座晶莹剔透、风情

万种的冰建筑群；因为这份初心，静卧在黑土地

上的皑皑白雪，纷纷飞起、飘落，变成冰清玉洁、

千姿百态的雪雕群落；因为这份初心，那飘舞的

雪花，成了一道道被珍惜与呵护的胜景，诉说着

每一位长春人对冰雪无限的追忆和情怀。

万人同力万人同力
铸造世界级冰雪景观铸造世界级冰雪景观

总占地面积达108万平方米，总用冰量18

万立方米，总用雪量12万立方米，雪雕冰塑等

独立观赏景观130处……如此大的面积，如此

大的冰、雪需求量，加上需要精雕细琢的时间，

却要在短短的不到一个月里全部完成，可想而

知是多么的艰难。

“从12月6日开始至12月21日试运营，长

春冰雪大世界施工现场便始终处在满负荷工作

状态中，参与设计、建设及运营人员逾万人，我

们用时仅15天时间，建成规模宏大的冰雪景观

群落，这堪称新时代的冰雪奇迹。”长春冰雪大

世界项目负责人介绍说。

这场冰雪奇迹的背后，是逾万人的心血铸

就而成的。

因为人工造雪含水量更高，易成型，不易融

化的特点，十分适合雪雕建筑与雪道建设，吉林

省建设集团专门购置了28台进口造雪机开足

马力造雪，每台造雪机每小时造雪25至30立方

米，为世界级冰雪乐园用雪提供充足储备。

建设冰雪大世界的用雪可以用人工造雪机

提供，但冰雕建筑所需要的冰块却需要人工采

冰，需要建造的雪雕冰塑等独立观赏景观有130

处，因此，对冰的需求量非常大，采冰队需要在

短时间内采集多达13万立方米冰块。

为了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500人的3支采

冰队伍、近200台运输车从12月2日起就开始

工作，采冰人每天凌晨就得起来，一天干十几个

小时，很多时候他们都在零下20℃的寒夜里坚

持采冰，时常会把衣服都冻硬了。“虽然辛苦，但

一想到这么漂亮的冰雕都是他们采出来的，心

里就很乐呵。”采冰工作人员开心地说。

如今，那每个冰槽里装着的蓝色、绿色、红

色、紫色等，像玉一样晶莹美妙，锦缎质感的彩

冰，凝聚了每一位采冰人和冰雪雕塑师的心血，

被雕刻成了一座座彩色的冰浮雕，颠覆了以往

冰雕白天观看颜色单一的现象，创造出了白天

赏彩冰，夜晚观冰灯，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都能

享受到冰雪雕塑的独特魅力。

值得一提的是，在108万平方米的建设现

场，来自哈尔滨的能工巧匠绝对算得上是一队

主力，他们分成若干团队，有的在切割冰块，有

的在堆雪堆冰，有的忙着布线，每天从6时进

场，一直忙活到18时都仍未离开。在冰雪大世

界中，他们首次用冰建造了主体21米高的世界

上最大的“冰奥运火炬”；157米长的“礼赞七十

年”雪雕，是世界上最大的雪雕建筑群；420米长

的冰滑梯亦是世界之最，这三项冰、雪建筑正在

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

这幅百万平米的冰雪画卷，正是通过这万

人同心的画笔描绘而出。因为有了这份力量，

让冰雪艺术得以升华，绽放出无穷的魅力；因为

有了这份力量，才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创造出了

长春冰雪大世界这个冰雪奇迹；因为有了这份

力量，才让每一位热爱冰雪文化的人能够将冰

雪的精神薪火相传。

众志成城众志成城
打造长春冰雪新亮点打造长春冰雪新亮点

长春的冰雪是独特的，长春的冰雪是火热

的，长春的冰雪更加是有情感的……

如今，长春的冰雪正迸发出令人惊叹的力

量。这背后则是一个产业的强劲崛起，旅游业

从经济边缘向主战场转变，旅游经济跃升为经

济增长的新亮点和重要引擎。而这其中，冰雪

更是一支“奇兵”，长春冰雪大世界就是这支“奇

兵”的先锋和主力。

长春冰雪大世界的建设，就是为了打造长

春乃至吉林省冬季旅游新亮点、新模式，为冬季

冰雪旅游增加新的元素，从设计、配套服务、国

际化景观等七大方面创新突破，尽展冰雪大世

界“冰美、雪美、山美”的六字特色，不仅可以观

看到全新的冰雪景观，更能体验与众不同的冰

雪乐趣。

据了解，长春冰雪大世界将以“冰天雪地迎

冬奥”为主题，以冰雪介质将冬奥故事贯穿其

中，用冰雪艺术讲述冬奥故事，这在国内尚属首

次。长春冰雪大世界通过冬奥巡礼、冰颂、冰雪

情缘、冰雪欢乐岛、雪谷雾凇、奇石公园等六个

主题对冰雪艺术进行塑造，唤醒人们对冬奥冰

雪精神的深度感知，展现中国冬奥、体育、文化、

旅游及吉林产业特色的光辉形象。

除此之外，还将在景区内打造“长春追梦”

组雕，用冰雪文化展现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以来

长春的发展历程及成果。整个长春冰雪大世界

将向游客们展示大型冰建、雪景，冰雕、雪雕等

独立景观约130处，提供20余项冰雪娱乐项目

供游人嬉戏。

长春冰雪大世界的启幕不仅为长春的冰雪

旅游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元素，也带来了新的旅

游消费热点，更是能够打造出一个长春的冰雪

经济品牌，将“冷资源”变成“热经济”。

相信，随着冰雪旅游热度的升温，整个长春

冰雪旅游将会越来越火热，越来越灿烂，“冰天

雪地也是金山银山”也将会在这里生动展现，成

为真正让人难以忘怀的“世界雪都”。

夜晚的长春冰雪大世界一片璀璨，成为冰

雪光美融合的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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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地图管理，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和利益，服务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人民生

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地图管理条

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向社会公开

的地图的编制、出版、生产、销售、传播、登载、展

示、进口、出口，互联网地图服务，以及对地图的

审核、监督检查等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地图，是指纸质、布质等

介质地图，电子地图和互联网地图，图书、报刊、

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标牌、广告和影视等插附

的地图，涉及地图图形的产品以及其他形式的地

图。

第四条 地图工作应当遵循维护国家主权、

保障地理信息安全、方便群众生活的原则，遵守

有关保密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五条 省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

全省地图工作的统一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

本行政区域内地图工作的统一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各自

职责分工，负责与本部门有关的地图工作。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部

门间地图共享机制，实现测绘地理信息资源共

享。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当

向社会公布公益性地图，供无偿使用，并及时组

织收集与地图内容相关的行政区划、地名、交通、

水系、植被、公共设施、居民点等的变更情况，定

期更新公益性地图。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及时

提供相关更新资料。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加

强国家版图宣传教育，增强公民的国家版图意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学校

应当依法将国家版图意识教育纳入中小学教学

内容，结合实际组织开展国家版图意识教育实践

活动，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新闻媒体应当开展国家版图意识的公益宣传。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当使用正确表示国

家版图的地图。

第二章 地图编制

第八条 从事地图编制活动的单位应当依法

取得相应的测绘资质证书，并在资质等级许可的

范围内开展地图编制工作。

第九条 编制地图应当遵守国家有关地图编

制的标准，符合有关地图内容表示的规定。

地图上不得表示下列内容：

（一）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二）危害国家安全、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

的；

（三）属于国家秘密的；

（四）影响民族团结、侵害民族风俗习惯的；

（五）法律、法规规定不得表示的其他内容。

第十条 地图编制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地图质

量责任制度，对编制的地图质量负责。

第十一条 利用涉及国家秘密的测绘成果编

制地图的，应当经国务院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或者

省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进行保密技术处

理后方可公开使用。

第十二条 在地图上表示自然地理实体名

称、行政区域名称、区域性群众自治组织辖区名

称、居民地名称、专业设施名称、纪念地和旅游景

区名称以及其他具有地名含义的名称的，应当按

照依法确定并公布的最新标准名称表示。

第十三条 在地图上绘制县级以上行政区域

界线或者范围的，应当按照国家和省公布的行政

区域界线标准画法图绘制。行政区划调整的，编

制地图时应当及时更新行政区域界线。

第十四条 编制公开使用的遥感影像地图、

实景地图，遥感影像空间位置精度、影像地面分

辨率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编制涉及国家秘密且确需公开使用的遥感

影像地图，公开使用前应当依法送国务院自然资

源主管部门或者省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审查并进行保密技术处理。

第十五条 在普通地图上刊载广告不得影响

行政区划名称、国家机关、公共设施等重要地理

信息的表示，但是表示特定内容的专题地图除

外。

第三章 地图审核

第十六条 向社会公开的地图，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应当报送有审核权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审核，但是不涉及国界线的景区图、街区图、地铁

线路图等内容简单的地图除外：

（一）出版、生产、销售、传播、登载、展示、进

口、出口地图的；

（二）已审核批准的地图，再次出版、生产、销

售、传播、登载、展示、进口、出口的，且涉及国界、

省界等应当审核的内容发生变化的；

（三）拟在境外出版、展示、登载地图的。

地图审核不得收取费用。

第十七条 省、市（州）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

管部门应当健全完善地图内容审查工作机构，配

备地图内容审查专业人员。地图内容审查专业

人员应当经国务院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或者省人

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培训并考核合格，方能

从事地图内容审查工作。

第十八条 出版地图的，由出版单位送审；传

播、展示或者登载不属于出版物的地图的，由传

播者、展示者或者登载者送审；进口不属于出版

物的地图的，由进口者送审；进口属于出版物的

地图，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出口不属于出版

物的地图的，由出口者送审；生产附着地图图形

的产品的，由生产者送审。

申请地图审核，申请人应当如实提交下列材

料:

（一）地图审核申请表；

（二）需要审核的地图样图或者样品；

（三）利用涉密测绘成果编制地图的，还应当

提交保密技术处理证明。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申请材料，或者以

虚假申请材料骗取地图审核批准文件。

第十九条 省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

责下列地图的审核：

（一）主要表现地在本省行政区域范围内的

全省地图及本省行政区域内涉及两个以上市

（州）行政区域的地图；

（二）省内涉及国界的地图；

（三）国务院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委托审核的

地图。

地方性中小学教学地图，由省人民政府教育

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省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

门组织审定。

市（州）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本

行政区域范围内不涉及国界线的地图审核。

第二十条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对申请人提出

的地图审核申请，应当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处

理：

（一）申请材料齐全并且符合法定形式的，应

当决定受理并发放受理通知书；

（二）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

的，应当当场或者在1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申

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

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三）申请事项依法不需要进行地图审核的，

应当即时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申请事项依法不

属于本部门职责范围的，应当即时作出不予受理

的决定，并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申请。

第二十一条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受理地图审

核申请后，应当对下列内容进行审查：

（一）地图表示内容中是否含有本办法第九

条或者国家有关规定不得表示的内容；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界、行政区域界线或

者范围在地图上的表示是否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三）重要地理信息数据、地名等在地图上的

表示是否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四）地图内容表示是否符合地图使用目的

和国家地图编制有关标准；

（五）法律、法规规定需要审查的其他内容。

第二十二条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

地图审核申请之日起18个工作日内，作出批准

或者不予批准的书面决定，并将结果告知申请

人。

予以批准的，核发《地图审核批准书》和审图

号；不予批准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

时事宣传地图、应急保障地图等特殊情况需

要及时使用的地图，应当即送即审。

第二十三条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当在本部

门网站或者其他新闻媒体上及时公布获得审核

批准的地图名称、审核批准文件、审图号等信息。

第二十四条 地图编制单位应当在地图的适

当位置显著标注经批准的审图号。属于出版物

的，应当在版权页标注审图号；没有版权页的，应

当在适当位置标注审图号。

在互联网上登载、发布、引用、嵌入地图，应

当在地图页面左下角标注审图号和著作权信

息。互联网地图的审图号有效期为两年，到期应

当重新送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变造、冒用、转

让、出租、出借地图审核批准文件和审图号。

第四章 互联网地图服务

第二十五条 互联网地图服务单位向公众提

供地理位置定位、地理信息上传标注和地图数据

库开发等服务的，应当依法取得相应的测绘资质

证书。

第二十六条 互联网地图服务单位应当使用

经依法审核批准的地图，配备符合相关要求的地

图安全审校人员，并建立地图安全审校核查工作

机制。

地图安全审校人员应当对用户上传标注的

兴趣点和其他互联网地图新增内容进行审查，确

保所有信息符合国家公开地图内容表示的有关

规定。

第二十七条 互联网地图服务单位以及其他

涉及地图内容的网站应当建立应急处置机制，对

网站登载、传输的地图信息含有不符合国家规定

表示的内容的，应当立即停止登载、传输，保存有

关记录，并在12小时内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

然资源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报告。产生不良影

响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应当及时采

取措施消除或者减轻不良影响。

第二十八条 互联网地图服务单位收集、使

用个人位置和行踪轨迹等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

法、正当、必要的原则，公开收集、使用信息的规

则，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

经被收集人同意。

互联网地图服务单位对收集的个人信息应

当采取保密措施，不得泄露、篡改、出售或者非法

向他人提供用户的个人信息。

第二十九条 审核通过的互联网地图，申请

人应当每六个月将新增标注内容及核查校对情

况向作出审核批准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备案。

第五章 监督检查

第三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

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联合监督检查机制，

加强对地图编制、出版、生产、销售、传播、登载、

展示、进口、出口等活动的监督管理，对互联网地

图服务单位的数据安全、保密制度执行情况进行

检查。

第三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

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依法进行监督检查时，有

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进入涉嫌地图违法行为的场所实施现

场检查；

（二）查阅、复制有关合同、票据、账簿等资

料；

（三）查封、扣押涉嫌违法的地图以及用于实

施地图违法行为的设备、工具、原材料以及数据

等。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

管部门应当将地图编制单位和互联网地图服务

单位的地图质量纳入社会诚信管理体系，建立健

全守信激励、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引导地图编制

单位和互联网地图服务单位诚信自律经营。

第三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问题地图或

者地图违法行为有权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

资源主管部门进行举报。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

当及时依法调查处理，并为举报人保密。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法律、法规、

规章已规定法律责任的，按照有关规定执行；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编

制公开使用的遥感影像地图、实景地图的遥感影

像空间位置精度或者影像地面分辨率不符合国

家有关规定的，或者未按规定报送审查并进行保

密处理的，依法视情节责令停业整顿或者降低资

质等级；情节严重的，依法吊销测绘资质证书。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规定的降低资质等级、

吊销测绘资质证书的行政处罚，由颁发资质证书

的部门决定；其他行政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决定。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自2020年2月1日起施

行。2002年 4月 22日吉林省人民政府公布的

《吉林省地图编制出版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吉林省地图管理办法

《吉林省地图管理办法》已经2019年11月

29日省政府第17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

布，自2020年2月1日起施行。

省长 景俊海
2019年12月12日

吉林省人民政府令
第271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