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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面 建 设 中 国 绿 色 有 机 谷 · 长 白 山 森 林 食 药 城

最是一年春好处最是一年春好处
——白山市以项目建设推动实施“一谷一城”战略侧记

本报记者 王春宝 洪铭潞

白山四月风和煦，鸭绿江水绿如蓝。4月15日

上午，在临江市中朝贸易加工产业园区项目建设

地，2020年吉林省“三早”行动启动暨项目集中开

工白山市分会场设立于此。挖掘机、推土机、运输

卡车整装待发，吹响了白山市重点项目建设的“号

角”——全市 34 个 5000 万元以上项目集中开复

工。全面建设中国绿色有机谷·长白山森林食药

城，白山大地掀起了新一轮项目建设热潮。

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复工复产，将疫情对

经济的影响降到最低，坚决夺取“双胜利”，白山市

委、市政府态度坚决、谋划积极，采取强有力措施

推动项目建设。这次集中开复工的重点项目，总

投资189亿元，年度计划投资24亿元，其中：新开

工项目14个，复工项目20个。截至目前，全市累

计开复工5000万元以上项目78个，总投资320.26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61.9亿元。其中：亿元以上项

目59个，10亿元以上项目3个，100亿元以上项目1

个，涵盖产业类、基础设施、生态环保、重大民生、

房地产开发等各方面。

近年来，白山市坚持绿色转型全面振兴，加快

推进煤林铁“老三样”改造提升，通过淘汰落后、兼

并重组、技术改造、数字化融合等手段，实现产业

链从前端向后端、低端向中高端延伸转变，让“老

产业”焕发出新活力。

聚焦新兴产业发展，围绕中国绿色有机谷·长

白山森林食药城建设，突出绿色转型这条主线，突

出发展矿产新材料、现代食品、医药健康、现代旅

游、现代服务业等“新五样”绿色产业体系，围绕硅

藻土、矿泉水、人参等世界级资源，挖掘潜力、扩大

优势、集聚发展，打造硅藻土、矿泉水、医药健康、

全域旅游等一批百亿级产业集群，奋力开创新时

代白山绿色转型全面振兴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穿行在白山市各重点项目建设现场，处处机声

隆隆、塔吊林立、焊花飞溅，一个个重点项目施工

正酣，处处跃动着只争朝夕、奋力争先的喜人局

面，成为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引

擎。

项目建设，招商先行。白山市紧紧围绕中国绿

色有机谷·长白山森林食药城建设、“老三样”“新

五样”产业发展、城市建设、乡村振兴等重大部署，

通过以商招商、产业链招商、产业集群招商等方

式，加快与国内外领军企业深度对接。既要招商

引智，又要招才引商，实现借力发展。该市不断创

新招商方式，在疫情防控期间，变“面对面”为“线

连线”“屏对屏”，瞄准正大、京东、光明食品、浙江

传化等一批大型企业，主动推介优质资源，引进一

批战略投资者。自去年11月份招商引资专项攻坚

行动以来，全市共洽谈项目 77 个，计划总投资

583.1 亿元；签约项目 46个，计划总投资 268.6 亿

元；开工项目40个，计划总投资75.1亿元，到位资

金28.2亿元。近期，还将签约10个项目，计划总投

资21.4亿元。

主动服务，攻克难点。出台《白山市加强项目

建设实施方案》，将全年项目建设、项目谋划、服务

业发展任务目标分解到各县（市、区）和市直各部

门；建立奖惩机制，围绕“一谷一城”发展战略，对

社会中介人（机构）成功引进落地项目给予最高

1000万元奖励。对机关干部在争取资金、项目建

设和招商引资工作中表现突出的作为选拔任用、

评先评优等重要参考，对不履行职责、不作为的干

部及时调整或免职、降职。

项目引领，高速推进。深入开展“项目建设突

破年”活动，围绕“一谷一城”建设、“十四五”规划

等，谋划一批发展后劲强、带动作用大、经济效益

优的大项目、好项目。增强服务保障能力，实行

“4332”项目推进机制，完善市县两级项目中心，对

500万元以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全部入库纳统，及

时解决问题，保障项目顺利推进。提升项目建设

质量，把选择项目的重点放到食品药品产业、“双

创”成果转化、“专精特新”企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上来，开工建设一批产业项目、创新项目，助推产

业转型升级。

落有抓手，纷至沓来。2月3日，白山市项目中

心开始运营，进一步夯实全年500万元以上项目、

年度计划投资、能否按期开复工、存在的问题等情

况，并每日跟踪调度项目进展情况。积极争取项

目资金，进一步对接国家政策和重点支持的方向，

加快谋划和申报疫情防控、公共卫生、防灾减灾、

林区转型、生态文明、社会事业等方面项目。年初

以来，白山市全面加快项目前期工作、全面优化营

商环境、全面保障建设要素、全面落实政策支持、

全面落实包保责任，坚持以项目为纲、提纲挈领，

在全市形成大抓项目、抓大项目的浓厚氛围，不断

提升项目规模质量和综合竞争力。

本报讯（王立 记者王春宝）春风劲吹，万

物复苏。位于浑江区的白山市恒鲜冷链食品

有限责任公司项目建设现场，伴随着阵阵机

器轰鸣，万吨级自动化立体冷库打下坚实的

地基，拉开今年该区项目建设的序幕。

把准方向，精准发力。今年，该区围绕

中国绿色有机谷·长白山森林食药城建设和

“十四五”发展需求，把准国家产业政策和投

资方向，结合浑江区发展的现实和长远需

求，定位产业需求，解决薄弱环节，围绕发达

地区产业转移承接和投资方投资兴奋点，突

出项目谋划包装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截至

目前，谋划亿元以上产业项目20个、城乡基

础设施和产业配套项目52个。确定“三早”

项目8个，总投资27.01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5.52亿元。

“闭环”管理，高效实施。浑江区成立了

项目办，在做好项目建设服务的基础上，重点

负责产业项目谋划包装。在谋划包装的过程

中，自加压力、借助“外脑”、引进智库，与大专

院校进行对接，提高谋划包装质量，对包装

的项目建立相应的项目库。项目谋划包装

后组织各部门开展招商引资，基础设施项目

和符合政策扶持方向的产业项目，由各部门

对口向上争取资金，从而形成“闭环”管理，

高效实施。

抢抓机遇，全力招商。该区积极对接

“中东西”“一主六双”“一谷一城”战略，围绕

全区的产业布局，积极争取发达地区产业转

移合作，聚焦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重点

地区以及与浙江省湖州市对口合作等有利

契机，积极引进一批产业关联度高、辐射能

力强、带动作用大的优质项目。积极开展各

项经贸交流活动，开展亲情招商、同学招商、

同乡招商，重点是以商招商，点对点、叩门招

商。他们不断创新理念和方式，用“店小二”

的勤快执着、“保姆”的细心周到、“经纪人”

的精明专业，帮助项目建设企业跑手续、牵

线搭桥找合作伙伴，切实提高招商引资的实

效性和成功率。每个项目成立服务专班，建

立对接机制，主动对接、主动服务。洽谈项

目争取早签约，签约项目争取早开工，开工

项目争取早投产。主动加强与广州恒大、中

煤国际、浙江卫健等战略投资集团的沟通对

接，推动合作再深化、项目再落地。重点推

进天津雅奥科技、苏州铭开生物医药等5户

医药企业及龙岗山生态旅游、浑江晚渡文化

园、五间房省级森林公园、再生资源回收利

用等重点签约项目落地建设。

重点包保，积蓄动能。该区坚持把项目

建设作为转方式、调结构、促升级的突破口，

不断为经济建设积蓄发展动能。继续实施重

点项目包保，实行一个项目、一名领导、一个

班子、一个方案、一抓到底。推动资源向企业

倾斜，构建起环环相扣、有序衔接、动态管理、

追责问效的项目推进体系，全面推进产业项

目建设，提高项目前期手续办理效率。

本报讯（冯晓桐 记者洪铭潞）春风和煦，山林吐绿。

走进位于江源区石人镇的山水集团日产4000吨的干法水

泥熟料项目基地，整洁的场地上施工机械往来穿梭，头戴

安全帽的工人正在对生产设备进行投产前最后的检修。

该项目采用新型干法生产工艺，具有节能、环保、成本低

等优势。预计项目投产达效后，年产水泥熟料120万吨，

最终实现水泥年产能达300万吨，年创产值13.6亿元，税

金1.1亿元，可吸纳近千人就业。

项目工地一片火热的景象同样出现在位于孙家堡子

街道的鼎运煤化工项目地，目前，项目厂区基本建设完

成，工人们正夜以继日地安装调试机械设备，随时准备高

效投产。鼎运煤化工项目主要依托白山市主产冶炼焦煤

优势，发展焦化产能、热能、LNG、煤焦油深加工、粗苯精制

等高附加值产业。项目投产达效后，预计年产焦炭120万

吨，煤焦油5.696万吨，煤气5.28亿立方米，余热可供民

用取暖100万平方米，产值30亿元，利税6亿元。

在今年的“三早”项目建设中，江源区呈现出规模与

质量同步提升的显著特点，一批投资规模较大、质量较好

的重点项目如期开复工。

今年，全区计划实施3000万元以上项目64个，总投

资304.7亿元，年度计划投资36.6亿元。其中，新建项目

21个，总投资146亿元，年度计划投资20.5亿元；续建项

目21个，总投资72.2亿元，年度计划投资16.1亿元；重点

谋划储备项目22个，总投资86.5亿元。

攻克难点，提神振气。抗击疫情特殊时期，针对21个

新建项目和21个续建项目，江源区采取电话联络和上门

走访的方式，加大与项目投资企业沟通联系，安排专人跟

踪推进重点项目。截至目前，与企业电话沟通100余次，

上门走访20余次，联系企业45户，收集整理问题12件。

除7个“三早”全部开复工建设以外，17个项目计划5月份

开复工，7个项目计划6月份开复工，预计上半年开复工

率可以达到74%，今年预计投产或试生产项目共计11个。

积极谋划，顺势而生。下一步，江源区将围绕“一主

六双”产业空间布局，以融入医药健康产业走廊、避暑冰

雪生态旅游大环线为契机，以现有人参生命科技产业园

以及良好的生态环境资源优势为基础，谋划包装一批医

药健康、生态旅游项目；立足全市“一谷一城”发展战略，

利用高速、高铁、机场相继建设这一优势，谋划包装一批

特色旅游、民宿温泉、医养结合、物流货运等吃住娱购为

一体的重点项目；依托国家支持采煤沉陷区矿山恢复治

理，谋划包装一批中药、食用菌、山野菜种植加工等特色

项目。

本报讯（宋玉松 佟粒玮 记者洪铭潞）4月15日上午，鸭

绿江畔的临江市风和日丽，在临江市中朝贸易加工产业园区

项目建设地，2020年吉林省“三早”行动启动暨项目集中开工

白山市分会场设立于此，由此掀起该市项目建设新攻势。

临江市中朝贸易加工产业园区由临江市中吉工业有限公

司投资，总投资10亿元，占地面积1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4.7

万平方米，主要是承接落地针织鞋帽、体育用品、电子加工等

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型企业。厂房尚未建成，已与江苏海澜之

家、法国迪卡侬2家企业达成入驻协议，另有多家企业计划入

驻。项目达产达效后，用工需求将达万人，年产值可突破30

亿元，实现利税3亿元。

为把因疫情失去的时间抢回来，临江市上下一心、攻坚克

难，千方百计为加快项目建设献计献策、保驾护航，跑出项目

建设“加速度”。

今年，临江市计划实施5000万元以上重点项目16个，总

投资32.02亿元。其中续建项目6个，总投资14.06亿元，年

度计划投资5.71亿元；新建项目10个，总投资24.67亿元，年

度计划投资8.06亿元。

深入开展“项目建设突破年”行动。强化项目包保，开设

项目“擂台”，发挥市项目中心作用，定期调度项目推进情况。

以“保姆”的姿态为项目建设排忧解难，特事特办、马上就办，

推动项目手续加快审批、用地加快拆迁、资金加快到账、瓶颈

加快破解。目前，已经帮助金豹木业、宝健木业等企业协调延

迟缴纳电费，向上推荐葵花药业、远通公司等9家企业申报国

家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帮助厚爱、利生源等42户工业企

业争取地方级财政贷款贴息补助。

创优营商环境，服务项目建设。完善领导包保重点民营

企业制度，深入开展大服务、大走访、大调研活动，精准务实开

展包保帮扶。不折不扣落实减税降费各项政策，减轻企业负

担，释放市场活力。切实加强诚信建设，实行诚信档案制度，

推动诚信政府、诚信企业体系建设，提高全社会诚信度。坚持

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服务企业、解决问题，严格规范涉企处

罚、检查和收费，以零容忍态度坚决查处影响行政效能和损害

经济发展环境的各类行为。

聚焦重点，强化招商引资。聚焦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

等重点地区，精准开展以商招商、挂职招商、展会招商、叩门招

商、网络招商。加大宣传力度、重奖力度，充分激发全员招商、

全民招商热情。强化项目包装谋划，在五大产业建链、延链、

补链、强链方面下功夫，务实储备一批大项目、好项目，确保完

成储备5000万以上项目35个，年转化率不低于30%的目标。

强化交流合作，积极对接学习浙江、江苏等先进地区经验，参

与“央企、民企、各省工商联企业”吉林行等交流活动，谋划产

业转移承接和重点领域合作，提高招商成功率。

不负韶华，春光正好。1至2月份，临江市规模以上工业

总产值增幅98.3%。预计一季度，全市规模以上企业工业总产

值增幅45.7%，实现了工业经济开门红。

本报讯（孙丹 王晶慧 记者李慧龙）今年以来，抚松

县突出“高质量赶超发展”这一主题，凝聚“抓项目就是

抓发展”的共识，进一步创新工作载体，细化工作举措，

迅速掀起项目建设新热潮，迎来项目建设“开门红”。

总投资4.3亿元的吉林省长白山饮品年产70万吨

饮品建设项目、总投资2亿元的天源至臻（抚松）健康

饮品年产20万吨健康瓶装饮用水项目等一批重点项

目前期进程快速推进，总投资112亿元的吉林鲁能漫

江生态文化旅游综合开发项目等17个“省三早”行动

项目全面开复工。

项目建设，按下“快进键”。突出领导联系抓项目，

实行一个重点项目、一名领导牵头、一个部门负责、一

个项目代办员的“四个一”工作制度。成立项目中心领

导小组，积极发挥全县19个成员单位的职能优势，在

项目审批、指标争取、空间规划调整、绿色通道开通等

工作上深入研究、积极配合，与上级部门紧密对接，助

力项目加快落地。对重点推进项目挂图对标作战，将

项目前期涉及的29个重要节点，逐项以红旗作为标识

标注完成情况，明确路线图、时间表。持续实施“项目

管家”，做好重点项目的跟踪服务，紧盯立项开工期间

各关键节点，强化人员调配、组织精干力量、集中重要

资源，在最短时间内推进征拆、清表、平整等各环节进

程，为项目落地提供无障碍环境。今年，全县计划实施

500万元以上重点项目117个，总投资607.8亿元，年度

计划投资75.6亿元。

招商引资，积蓄新动能。抚松县全面梳理洽谈、签

约、落地项目，建立重点推动项目清单，开展精准招

商。紧紧围绕“一区三城”建设和“二五十百千”工程，

针对生态旅游、冰雪产业、长白山绿色食品、医药康养

等方面，谋划包装一批符合该县产业规划、成长性强的

重点项目。进一步加强一线招商力量，打造专业化的

招商队伍，提高专业素质，切实增强招商引资工作效

率。为招商项目量身定制个性化服务，着力解决招商

引资项目落地难的问题，做到服务主动介入、困难及时

解决，扎实推动签约项目尽快落地开工建设。

优化环境，提升“软实力”。加大力度持续深化“放

管服”和“最多跑一次”改革，着力打造投资者满意的投

资环境和服务环境。不断完善对全县重点企业的包保

帮扶制度，为投资者提供优质跟踪服务。深入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着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持

续推动人才政策落地落实，加快推动抚松长白山资源

与健康研究院建设，重点提升县域内企业层次，加快食

药纳米化、特医食品等科技成果转化。

本报讯（张宪相 记者洪铭潞）位于靖宇县高速路出

口的吉林同仁东兴堂保健品有限公司新建项目，常温、冷

藏、冷冻等原料库大门依次排开，正在进行安装调试。办

公室主任李兆良自豪地说，按照不同的储存要求，这里可

以储存2万立方米的人参、天麻等各类山珍，成为重要的

原材料基地。

在靖宇县的吉林华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

间里，20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一块块木塑室外地板刚一

生产出来，就进行包装待运。该公司通过自主研发新技

术，不断研发新产品，全力开拓国际市场。今年将新增25

条智能化生产线，提升市场竞争力。

强化保障，全力以赴。靖宇县狠抓项目谋划、推进，

全力破解瓶颈制约，为实现全年目标任务提供了坚强保

障。跟踪服务重点项目，逐个研究推进措施，确保华邦新

材料、中民康达、金悦城等重点项目如期开复工建设，尽

最大努力推进“三早”项目尽快达到开工条件。全县参加

省“三早”行动集中开工5000万元以上的项目13个，总投

资18.5亿元，年度计划投资8亿元。

强力攻坚，谋划包装。根据国家资金支持方向，该县

全力推进政府专项债券和新增中央投资、中央预算内投

资项目的申报工作，尽最大限度争取上级资金支持。截

至目前，靖宇县第7批专项债券共申报项目10个，累计总

投资 14.86亿元。对标国家资金支持方向，积极申报

2020年新增中央资金项目。目前，县本级共计谋划51个

项目，累计总投资34.88亿元。

聚焦重点领域，加强谋划包装。围绕矿泉饮品、文旅

产业、现代服务业等领域进行项目策划包装。截至目前，

共谋划新基地“761”工程项目28个，累计总投资737.22

亿元。其中大数据网项目6个，总投资35.94亿元；路网

项目7个，总投资428.04亿元；水网项目2个，总投资

247.59亿元；油气网项目1个，总投资0.12亿元；市政基

础设施网项目5个，总投资10.72亿元；社会事业补短板

工程项目7个，总投资14.81亿元。

截至目前，靖宇县已确定实施500万元以上项目31

个，年度计划投资17.3亿元。其中5000万元以上重点项

目19个，年度计划投资15.6亿元；续建项目8个，年度计

划投资5.6亿元；新建项目23个，年度计划投资11.7亿

元。

本报讯（梁慧 记者李慧龙）四月的春风，轻轻拂过

山野，一丛丛金达莱长出嫩嫩的芽苞。冰雪消融，江河

解冻，滋润着肥沃的黑土地。在长白朝鲜族自治县这

座边城，重点项目建设如汩汩春潮奔流不息。

长白县围绕“一谷一城”建设，以服务发展为宗旨，

以“重大项目建设年”为契机，狠抓项目不动摇，推进项

目不懈怠，落实项目不放松，以重点项目建设实现区域

发展。今年确定“三早”项目2个，总投资10.05亿元，

年度计划投资3亿元。

围绕项目，为了项目。该县积极谋划，安排部署项

目攻坚行动。本着“围绕项目，为了项目”的原则，立足

新起点，适应新形势，明确了《长白县项目攻坚行动实

施方案》的各项内容，确保项目保质保量完成。

凝心聚力，重点培训。组织全县各乡镇、县级有关

单位及500万元以上项目单位的分管领导和统计人

员，由专业人员对有关项目重点和难点进行培训。通

过培训，进一步明确了工作思路，提升了业务能力，为

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突出重点，扎实推进。申请确定长白镇解放村老

解放桥至梨树沟新村道路防护工程、马鹿沟镇十八道

沟村内边沟维修改造项目、马鹿沟镇农场村村内道路

改造项目等10个基础设施项目，作为第一批中央财政

专项扶贫资金项目。项目总投资2757.28万元，安排

中央发展资金1696万元，项目力争实现当年开工，当

年完工。

部门联动，持续攻坚。通过各部门的协同联动，在高

度协同、高度担当的引领下，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强化

扶贫项目全过程监督，从立项开始辅导帮扶，协调监管部

门全过程参与监管，加强日常调度，着重抓好关键节点调

度指导，采取有力举措，全面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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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松县：按下“快进键”跑出“加速度”

靖宇县：跟踪服务 强力攻坚

长白县：部门联动 凝心聚力

吉林省自然王国健康食品有限公司投资19.4亿元，兴建国际森林食品工业园区项目。图为蜂蜜加工车间在进

行设备安装。

↑吉林鼎运煤化工年

产120万吨焦化产能等量

替代项目位于江源区，总投

资8.82亿元。目前，该项

目厂区基本建设完成，2号

焦炉具备点火条件。项目

投产达效后，年产焦炭120

万吨，产值30亿元。

↑位于江源区的山水

集团年产水泥熟料120万

吨干法水泥熟料项目基

地，工人们正在对生产设

备进行投产前最后的检

修。

总投资10亿元的临江市中朝互市贸易区项目建设地正在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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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吉林省“三早”行动启动暨项目集中开工白山市分会场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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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华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5万吨高强共挤木塑

智能化生产建设项目，新建打磨车间、挤出车间、造粒车间、立

体库等生产工程，配套建设的水泵房、变电所、污水处理及办

公楼、门卫等辅助和附属生产工程。图为该项目施工现场。

总投资3亿元的白山市泰安湖满族风情园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