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隋二龙 庞智源）争分夺

秒，抢先抓早，积极谋划推进项目建设。

连日来，辽源市西安区在认真分析研

判当前疫情防控工作形势的同时，按照

“三抓”“三早”工作要求积极谋划推进项

目建设，全力确保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

见效。今年，计划组织实施500万元以上

重点项目25个，其中，新开工项目8个，续

建项目17个。计划总投资77.8亿元，年度

计划投资15.25亿元，比2019年增长339%。

全力助企战“疫”、复工两不误。召

开复工复产安排部署会议，成立专班，派

出多部门联合指导组，深入辖区企业，监

督指导企业做好生产日常防控、员工就

餐及食堂管理等工作，全力助企复工复

产。同时，做好企业复工复产政策支持

工作，将上级疫情期间各项扶持政策对

应落实到位。

全力加快重点项目建设。紧紧扭住

项目建设这个“牛鼻子”，以项目“三早”行

动为抓手，全力推动大唐风能发电、长白

山特色浆果产业示范园等重点项目开工

建设，确保清漪园养老公寓、诺丁山文化

创意产业园等续建项目投入运营。继续

推行完善重大项目领导包保责任制，对全

年拟新开工的8个新建项目、17个续建项

目全部落实一名区级领导、一个包保部

门、一套工作专班的项目包保推进机制，

对重点项目实行全程跟踪服务。

对于新开工的项目，现场办公、跟踪

督办，组织项目开工攻坚，完善前期要件，

落实建设条件，切实提高开工率。对于续

建项目，继续加大包保推进力度，倒排工

期，定期调度，加强指导。同时，围绕经济

社会发展薄弱环节和关键领域，结合制定

“十四五”发展规划，聚焦“105211”发展目

标和“4+2”产业体系，高水平谋划、筛选、

包装一批支撑西安区转型升级、高质量发

展的大项目、好项目，建好项目“蓄水池”，

持续积累转型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强大能

量。此外，创新招商引资机制，做好项目

从洽谈、签约到审批、开工、竣工全过程跟

踪服务、专班推进，确保招商引资项目落

地建设。

全力打造优质服务环境。在服务上，

倡导“主动办”“马上办”的服务理念，帮助

企业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加大对企业

的帮扶指导力度，坚持“一企一策”，有针

对性解决企业实际困难，力促续建项目早

日复工、新建项目早日开工。继续加强

“银政企保”对接，打通金融供给与企业需

求循环通道，充分发挥各类融资平台作

用，尽最大可能满足企业融资需求。在政

策上，紧盯“新一轮重大技术改造工程对

东北地区装备制造等优势产业给予重点

支持”“围绕吉林碳纤维等优势方向培育

建设创新平台”等利好政策，为企业提供

更多的信息、争取更多的支持。

辽源西安区：

围绕“三抓”“三早”做发展大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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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施策抓防控
聚焦重点谋发展

本报讯（记者李文瑶 张鹤）按照省教

育厅要求，我省高三及中职学校毕业年级

将于4月7日复课。为了保证校园环境安

全和师生身体健康，长春市各学校在开学

前都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

3月30日，为进一步提升学校应对疫

情的实战操作能力，省实验中学结合自身

实际，组织了疫情防控应急演练，由校长

王洪杰任总指挥，学校各部门负责人、年

级主任以及高三年级全体教师参加。演

练内容包括学生入校、学生入教学楼、空

气净化器和手部消毒器使用、师生就餐、

学生午测及体温异常处置、教室通风及消

毒、教室和公共区域全面消杀、学生上下

班车及消毒、学生宿舍体温检测、体温异

常应急处置等主要环节。

长春外国语学校为高三复课工作做

了充分的物资储备，安装了入校测温门，

购置了口罩、防护服、电子测温枪、酒精、

消毒水等防护物资。3月30日，学校开展

了线上升旗仪式，并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复

课准备及防疫教育。4月3日，学校为高三

各班提前发放消毒用品，如抹布、酒精、喷

壶、垃圾回收袋等，并进行了由全校行政

人员和高三所有教师参加的开学演练。

演练力求精准推演，并在实操中不断完善

各项方案。同时，继续做好师生信息摸

排，注重科学管控、精准智控。要求教职

员工做到复课前必须熟悉、掌握防控工作

流程和各项制度，确保复学工作在万无一

失的校园疫情防控下正常开展。

长春市实验中学为纾解疫情期间学

生的心理压力，在校内设置了临时隔离

室，划分了心理疏导区域，便于出现突发

情况及时规范处置；提前储备了疫情防

控所需的消毒物品、额温枪、洗涤用品、

口罩等，并设立了专门的物资储存室，规

范储存，专人专管，确保防疫物资充足，

为师生安全返校及健康校园环境提供有

力保障。

长春外国语学校校长王昊说：“开学

复课是家长以及全社会都关注的大事，任

务艰巨、责任重大，关系着千家万户的生

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此，学校要将工作

重心从疫情防控为主转向疫情防控与复

学工作‘两手抓’上来，强化措施，落实到

位，绝不能心存侥幸、掉以轻心，要全力打

好校园疫情防控阻击战。”

高三复课在即，各学校敲响“预备铃”

连日来，通化市

平稳有序推进各中小

学开学复课准备工

作。这是通化仁生源

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的职工正在开足马

力生产洗手液，投放

到即将复课的市内各

中小学校。

本报记者 丁研 摄

本报讯（记者王法权 张琰）全球新冠

肺炎疫情持续，多国在出入境、物流、海关

监管等方面趋严，跨境电商行业迎来大

考。珲春市充分发挥区位、政策等优势，

积极推动跨境电商发展，在疫情防控期

间，出台了一系列帮扶政策，减免了仓储

租金，降低企业负担，促进复工复产。1至

2月份，珲春综合保税区克服疫情不利影

响，力促外向型经济稳健运行，进出口贸

易额达4.68亿元。今年一季度，跨境电商

完成进出口贸易额1.5亿元，与去年同期

相比实现大幅增长。

在珲春市畅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记

者看到，大批跨境电商出口商品正在源源

不断地进行打包分拣。该公司总经理张

峰源介绍，这些商品主要包括生活用品、

日用百货、服装和电子数码等种类，主要

来源于我国华南和华东地区。俄方客户

通过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实现下单交

易后，由深圳、义乌等地的集散中心发货

运至珲春综合保税区，再通过珲春口岸运

往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分拣中心，并

分发至俄罗斯全国各地。

2017年10月珲春开始启动跨境电商

发展建设，2018年 8月首单实货开通，创

造了全国跨境电商实单通货的“珲春速

度”。2019年 2月26日，海关总署批复同

意珲春综合保税区验收合格，成为吉林

省第二家综合保税区。珲春市不断加强

跨境电商平台建设和数据管理，珲春综

合保税区积极与俄罗斯海关商品名录相

衔接、相匹配，珲春成为俄罗斯海关唯一

认定的“9610”珲春通关标准，打通了对

俄出口商品唯一退货通道，实现了“可

修、可换、可退”的“三保”服务，保证了

企业的最大利益。由于没有退货通道，

全球“速卖通”有大量商品被遗弃俄罗

斯，珲春建立的电商售后维修服务中心

解决了这个难题，让他们下定决心从珲

春走货。经过珲春市与企业的努力推

动，俄罗斯把符拉迪沃斯托克确定为跨

境电商商品清关试点城市，解决了过去

电商商品只能在莫斯科清关的问题，大

幅降低了物流时间和成本，进一步优化

了跨境电商发展环境。

珲春综合保税区充分利用区位、政

策、产业等优势，突出区域经济特色，不断

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全新的运作模式加

速了区内企业转型升级，激发了传统产业

的新活力。在打造东北亚区域物流枢纽的

同时，全力构建“买全球、卖全球、通全球”

的跨境电商综合体。2019年，该区跨境电

商贸易额实现6亿元人民币，较上一年度增

长了20倍。

珲春跨境电商一季度逆势飘红

本报讯（记者杨晓艳）日前，亿联银行完成了长春一汽供应链金融服

务的首笔业务，为一汽集团的核心供应商公主岭轴承有限责任公司综合

授信6000万元、发放贷款1300万元，解了企业燃眉之急。

据了解，为更好地服务以一汽集团为核心的企业链，全方位、深层

次提升金融服务，亿联银行组建了一汽供应链项目组团队，针对以制

造业为核心的供应链上下游企业打造了“亿企贷”产品，通过应收账款

质押、应收债权电子凭证、订单融资、票据融资、法人信用经营贷等多

种模式为企业提供精准定制融资方案，真正做到从企业需求出发，解

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此外，作为东北首家民营银行，亿联银行肩负着服务地方实体经

济、助力小微“三农”的普惠金融使命，对受影响的贷款企业、小微、个人

客户实施了免罚、延期政策，创新业务模式，为医护人员定制了低息的

“天使贷”，为备春耕的农民提供了线上产品“亿农贷”，针对“因疫受困”

的个人客户，推出低息个人消费贷产品。

亿联银行为一汽核心供应商综合授信6000万元

本报讯（记者陈婷婷）记者从长春海关获悉，飞鹤乳业（镇赉）乳品

有限公司“日处理鲜奶500吨”的加工项目，日前正式落户我省，实现

了我省乳业、乳品国内投资鼓励项目零的突破。为支持企业发展，截

至目前，长春海关所属长春绿园海关已为飞鹤乳业（镇赉）乳品有限公

司减免税款224.2万元。

飞鹤乳业（镇赉）乳品有限公司是飞鹤集团在吉林省的子公司，主

要生产奶粉、鲜奶等产品，年产量2万吨。此次加工项目预计每年将

为我省缴纳税款1.2亿元人民币，同时解决当地近300人就业问题。

为保障该项目顺利享受我省招商引资优惠政策，长春绿园海关对

该公司人员进行“手把手”指导，从国内投资鼓励项目政策文件及项目

条目归属的解读、到项目政策备案的办理流程，从在国际贸易单一窗

口的规范化信息录入，到具体设备的参数限制，进行耐心且详细的解

答，帮助该公司在短时间内了解了国内投资鼓励项目减免税政策。

除此之外，为确保该公司顺利办理首次减免税业务，长春绿园海

关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在企业办理政策项目备案、申报进口设备免

税及通关放行等各个环节都给予了极大的便利和支持，协助企业用足

用好减免税优惠政策。

长春绿园海关为飞鹤乳业减免税款200余万元

（上接第一版）与此同时，与当地移动、电信、联通三大运营商沟通协

作，以短信形式发布企业招工、劳动者求职网址，信息覆盖到梅河口

市区域内所有号段。

“为了帮助生产防疫物资企业顺利生产，我们成立了24小时重

点企业用工调度保障工作领导小组，设立就业服务专班，对18家企

业建立用工需求台账，以此为基础建立重点企业清单。”作为4名人

社专员之一，市就业局副局长张磊告诉记者。

疫情期间，梅河口市通过组建重点企业用工调度微信群、拨打

企业人事主管电话方式，对重点企业进行“一对一”的用工情况摸排

和用工需求对接。通过招聘、内部岗位调剂、招募志愿者的方式，帮

助4家企业解决了267个岗位用工短缺问题。

“要给人社局的服务点赞，他们不仅帮我们及时发布用工消息，还

经常打电话询问我们有什么困难，多次走访，帮助解决用工难题。”吉

林东扬药品包装有限公司人事部负责人翟晓英满意地说。疫情期间，

来东扬公司务工人员达到150多人，现在已有50余人签订劳动合同。

在走访重点企业同时，人社专员还针对疫情期间一次性吸纳就

业等补贴政策，指导企业及时申报享受各项补贴政策。

为做好重点群体就业服务工作，市人社局专门组织开展农民工

返乡情况、节后就业意向调查。对内搭建线上平台，服务域内复工

企业，对外及时收集企业用工信息，联系用工单位了解当地疫情、交

通管制、薪酬待遇、工作环境等情况，将信息推送给有外出意向的农

民工。截至目前，通过省就业创业网站共推送省内外36家企业、

2770个岗位信息、41119个岗位。

他们还依托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做好“点对点”劳务输出。采取

电话沟通、印发复工函的方式，与全市16家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建立联

系，及时掌握各机构批量组织农民工外出务工动向，采取发放一次性

就业创业服务补助、一次性交通补助方式，鼓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批

量组织劳务输出。目前，与梅河口市诚信劳务派公司、浙江省宁波市

华夏英才人力资源服务公司及广西柳州、山东威海、天津等地企业进

行“点对点”对接，分5批次批量组织314名农民工返岗就业。

本报讯（记者王学雷）春日的松原，处处涌动着建设热潮，到处呈

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3月31日，记者在松原市重点民生项目——

市第二实验学校项目建设现场看到，施工车辆往来穿梭，戴着安全帽

的工人们忙碌着。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近年来，松原积极推进中小学、幼儿园和

儿童之家建设，实施良师工程，启动学生营养配餐等项目建设，不断

满足人民群众对教育资源的需求。今年的民生项目中，共有8项教

育方面的项目建设任务。

在项目建设现场，项目负责人、明德教育集团总经理范冬梅介绍

说，自项目复工以来，施工方严格按照规划设计，全面加快施工进度，

同时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工作，加强工地人员管控，建立完善进场制

度，全力确保防疫工作和项目建设两手抓、两手硬。项目预计今年7

月竣工，8月末投入使用。

据悉，松原市第二实验学校项目总投资7.26亿元，学校规划总

面积17.64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7.34万平方米。项目建成后，可

容纳1万名学生同时就学，将结束松原市西部城区没有“小、初、高”

一贯制学校的历史，有效缓解松原市西部新城区居民子女就学问题。

松原第二实验学校项目预计7月竣工

本报讯（记者李婷 姜岸松）3月30日，记者从农业银行吉林市分行

了解到，农业银行吉林市分行因企施策，近两个月来为吉林吉尔吉药业

等175户企业投放贷款额度超13亿元，使企业加快了复工复产进度。

春节过后，吉林市农行依照《吉林省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支持

企业名单》《吉林市医药医疗行业名单》，通过电话和实地走访了解

企业情况，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开启绿色通道，按照“特事特办、急事

快办”原则发放贷款。对处境艰难的小微企业，他们还特别推出了

“复业胜疫贷”。企业只需扫描二维码，填写简单信息，即可自动匹

配预约贷款产品，目前已在线上获得贷款超1亿元。

在此期间，吉林市农行积极与医院、学校对接，成功为北华大学

附属医院和吉林市中西医结合肛肠医院等10家医院上线了“发热诊

疗平台”小程序，帮助吉林市化工医院成功开展上门收款业务，并为

北华大学附属医院、吉林市中心医院、蛟河市中医院医疗物资采购

提供信贷支持。

为大企业解困 帮小企业纾危

吉林市农行用金融杠杆为企助力

本报讯(记者崔维利 杨率鑫)四平市

铁西区仁兴商业街上，一座占地1.2万平

方米的庞然大物拔地而起。随着幕墙建造

完成，这座大楼渐渐显露出它宏伟壮观的

身姿。

它就是该市最大的商业项目——万嘉

购物广场，四平的新地标、商业的新典范，

将引领四平商业服务业提档升级。

该项目由历经68年商业大潮洗礼的老

百货大楼改扩建而成，总投资11亿元，是在

原地建设的25层商业综合体，总建筑面积

15.2万平方米，其中，大型购物中心10万平

方米，酒店1万平方米，住宅1.7万平方米，

地下车库2.5万平方米，停车位800个。

该项目是四平市“4·18”重点项目，也

是省“三抓”“三早”项目。四平市委、市政

府对其实行跟踪包保制度，指定一名责任

领导和一名项目秘书，协调解决项目推进

过程中的重点难点问题，提升服务效能，助

推项目建设。

万嘉购物广场物业部经理冯世恒

说：“这个项目持续6年，建设期间遇到过

很多困难。四平市委、市政府对这个项目

特别关注，在拆迁、建设过程中，在土地规

划、交通、安保等方面帮忙与各方协调、沟

通。当遇到难题时，他们就专门召开会议，

为我们出谋划策。”

如今，楼内公共装修即将完成，就等商

户们装修各自区域，预计今年上半年，万嘉

购物广场就能开业，年可实现营业收入6

亿元，利税0.9亿元，上缴税金3000万元，

新增就业3000余人。

该项目是一个集购物、休闲、美食、娱

乐、商务、社交、体验、文化、办公、酒店、住

宅于一体的大型城市综合体，数十家国际

国内一线品牌竞相入驻。

楼内负1层为生活超市和美食广场，

旨在给顾客带来一站式便捷购物体验；1层

为全市面积最大的化妆品卖场，并设有珠

宝、名表等轻奢品牌专卖店；2层设有全市

首家1万平方米室内儿童游乐世界“美天

欢乐城”，游乐项目多种多样；3层主营男

装、户外运动服饰，多家国际知名品牌云

集；4层和5层为2万平方米超大女装卖场，

立志打造全市品牌最全、档次最高的女性

服装专区；6层售卖皮草、羽绒以及母婴用

品；7层和8层为国内购物中心中唯一一家

集冲浪、温泉、洗浴、戏水、游泳为一体的四

季恒温、恒湿水乐园，并在民族特色餐饮区

引进各地美食；9层设有四平首家巨幕影

城，首家餐饮、娱乐、休闲、商务一体主题音

乐酒吧式餐厅，首家全透明网红直播间和

东北地区最高室内玻璃栈道。

室内还设有从9层直落1层的落差景观

瀑布，以及55.5米的飞天梯，长度为东北地

区之最，仅耗时1分10秒就可从1层直达5

层；屋顶设有直径达32米的摩天轮、约会圣

地爱情花园和东北地区最大的空中白菜雕

塑，是人们追求美好精神生活的最佳场所。

打造商业新地标

四平百货大楼改扩建项目即将竣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