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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思想再深入 全面振兴新突破
县县（（区区））委书记谈解放思想委书记谈解放思想

本报讯（记者陈婷婷）在去往通化县的路上，总会看见

一排排挂满鳕鱼的晾鱼架，这个算不上风景的场面，却是窥

探这个内陆小城外贸经济发展的一个“窗口”。

通化县远离大海，但鳕鱼加工产业已有 20多年的历

史。海关数据显示，这里每年进出口鳕鱼近万吨，货值约1

亿元人民币，占据了该县进出口贸易一定份额。然而今年

受疫情影响，1-4月份，该县鳕鱼进出口量仅为900.6吨、货

值 1612.8 万元人民币，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下降 29.6%、

16.3%。

某鳕鱼加工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多亏通化海关帮助

多方联系货源，企业的生产才得以进行。“省内联系了延

边、珲春地区鳕鱼加工企业，省外联系了辽宁、山东等地的

水产品加工企业，在帮助我们扩大货源的同时，海关还不

断为我们提供外商合作机会，让我们摆脱出口客户单一的

局面。”

据了解，为助力辖区外贸企业走出困境，通化海关采取

一对一帮扶指导模式，多次深入企业开展调研答疑，指导企

业应对国外推出的临时禁限措施，通过对进出口形势深度

分析，不断减少企业出口损失。

“我们组建了食品、核查、备案等专业技术小组，实行联

合作业，降低现场检验频次，减轻企业负担。”通化海关相关

负责人表示，目前他们已将监管重心从对产品的监管转变

为对企业生产过程的监管，辖区内食品出口安全风险防控

和监督管理体系已得到极大优化。

如今，走进通化县，5000平方米的鳕鱼晾晒场上又是

“鱼头攒动”，跳出了这次危机的鳕鱼加工企业正不断梳理

经验，寻求商机。“目前企业加工还处在粗加工阶段，从原料

到最后成品其附加值增长幅度较小。”一鳕鱼加工企业老板

表示，下一步，该企业将引入先进技术开展水产品精深加

工，不断适应市场需求，扩大企业贸易总值。

又见“鱼头攒动”
通化海关助力鳕鱼加工企业“走出去”

本报讯（记者王忠先）年初以来，柳河县立足县域资源禀

赋和产业链条优势，科学精准谋划和引进一批科技创新、医药

产业、旅游文化、基础建设类项目，为全面振兴高质量发展注

入强劲动能。

今年，柳河县计划实施5000万元以上项目36个，总投资

115亿元。推进实施投资11.9亿元的康顺柳河医药产业园项

目、投资7.2亿元的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医药产业园

建设项目二期工程，进一步提升柳河医药产业科技创新发展

步伐。吉林中溢炭素10万吨大规格超高功率石墨电极、科灵

年产120亿粒新型绿色环保高科技植物胶囊及5000吨药用复

合膜等一批产业项目，正在全力赶工期、抓进度，力争早建成、

早投用、早见效。

投资50亿元的青龙山四季小镇项目，力争打造集旅游

式滑雪、竞技体育训练基地、国际型赛事于一体的综合型滑

雪场。投资8亿元的珩阳逸景康养旅游度假小镇建设项目，

全力打造峡谷漂流、冰雪健体、森林康养、旅居养老多功能

旅游度假胜地。投资5亿元的罗通山旅游度假区综合开发

项目，争取通过5年时间，把罗通山风景区打造成5A级景

区，构建起“一核、一带、一点、一线、一环”全域旅游空间发

展布局。

同时，柳河县还围绕建设宜居宜业幸福柳河，打造

“特色明显”的现代城市，全力推进总投资4.26亿元的衍

庶街文化旅游开发项目，加快推进总投资 1.4 亿元的城

市客厅旅游接待中心设计规划，力争构建多功能、有记忆

的文 化 休 闲

旅游基地。

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柳河引进一批特色项目

本报6月7日讯（记者李开宇 李婷 姜岸松）今天下午，

吉林市最后2名新冠肺炎确诊患者达到出院标准，在吉林医

药学院附属医院出院。

这两名患者分别为5月12日确诊的舒兰市本地病例、5

月18日确诊的吉林市丰满区本地病例，分别为新冠肺炎轻型

和普通型患者。经过省市医务人员的精心救治，患者3次核

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今天上午，通过省、市专家综合会诊，

患者已达到出院标准。根据有关规定，患者出院后还要在指

定的医疗机构进行隔离医学观察。

按照国家新冠肺炎疫情分区分级标准，6月7日起，吉林

市丰满区风险等级由高风险调整为低风险，吉林市昌邑区、船

营区风险等级由中风险调整为低风险。

吉林市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清零
丰满区昌邑区船营区疫情风险等级调整为低风险

本报讯（记者李婷 丁美佳）走进磐石市

石嘴镇永胜村，党群联建扶贫田的大棚里村

民们正忙着分苗、打眼、栽苗……村书记鲍

丽波说：“我们镇种香瓜有历史了，技术、销

路都没问题，就是一直没把它搞成扶贫项

目。今年我们搞起了扶贫田，16名党员义务

参加劳动，将带动22户贫困户增收。”

在磐石市，通过党群联建扶贫田助困脱

贫的不止石嘴镇。2019年，松山镇利用专项

资金53万元，建成党群联建扶贫田30公顷，

带动全镇427户贫困户。他们采取“公司+合

作社+农户”的形式，种植中草药，由公司加

工销售，贫困户不承担任何经营风险。扶贫

田当年就收益分红9万元，贫困户户均增收

230余元。

据了解，磐石市党群联建扶贫田项目日

趋成熟，已有16个乡镇的268个村，建有党

群联建扶贫田 1560 多公顷，惠及贫困户

12280人。仅2019年全市各级党员干部、帮

扶责任人参加党群联建扶贫田义务劳动1.8

万人次，合计种植面积810多公顷，带动建档

立卡贫困户8689户，户均增收2150元。

党群联建扶贫田项目只是磐石市产业

扶贫的一个缩影。磐石市的产业扶贫还体

现在大力发展特色产业项目上。

近年来，从烟筒山“桑蚕种养殖镇”到牛

心“辣椒特色镇”，从松山“中草药种植镇”到

红旗岭“草莓镇”，镇镇有产业，村村有特色，

贫困户靠产业走出了致富路。近四年来，磐

石市共投入资金1.96亿元，实施产业项目

2567个，形成了食用菌、中草药、畜牧养殖、光

伏发电、桑蚕养殖、果蔬“六大脱贫产业”。这

些产业项目共带动就业4580人，其中贫困劳

动力1584人；实现年收益1250多万元，贫困

户户均增收1500多元。为保证产业项目不断

发展壮大，磐石市先后引进培育鑫达农牧、兴

泽食品、众合食品等26家农产品加工龙头企

业。通过政策扶持，调动各方积极性，先后扶

持成立永丰鲜榨豆油厂、吉昌镇春雨羊毛衫

厂和石嘴镇东北袜业永丰服装厂等扶贫企

业，开发就业岗位600个，安置贫困户就业128

人；通过医药健康、新材料和金属冶炼“三大

主导产业”，新增就业岗位6600个，间接带动

贫困劳动力就业1000余人次。

今年，磐石市继续强化产业项目的谋

划，截至目前，全市 16个乡镇街谋划实施

产业项目、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23个，总投

资4000多万元，大大增添了扶贫产业发展

后劲。

磐石：六大产业带动高质量脱贫

作为梅河口城区
内最大的城市基础设
施建设工程，梅河口城
市湿地观光带集防洪、
灌溉、园林三位一体，
工程总投资6亿元。图
为施工现场。

赵 世 阔 本 报 记

者 钱文波 摄

本报讯（柏巍 记者赵梦卓）记者从省法院获悉，为保障

劳动者合法权益，实现劳资双方互利共赢，该院于5月12日

至29日分三批成功调解182起劳动争议案件，且所有经济

补偿金均已履行完毕，受到劳动者和企业一致认可。

今年 4月 9日，省法院受理了 280余件系列劳动争议

申诉案件。该案经一审、二审判决确认用人单位与劳动

者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但用人单位不服，遂提出再审申

请。

调解过程中，省法院法官干警因案施策，充分利用

微信、电话、视频等多种线上方式推行“零接触”调解模

式，反复向当事人释法明理，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耐心为

当事人分析利弊得失。同时，加强上下级法院联动，委

托基层法院帮助不能按时到院办理手续的劳动者就近

办理相关手续。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努力，成功调解

182起劳动争议案件，双方签署和解协议，调解率占该系

列案件的63%。

今年以来，省法院共受理此类案件641件，已结587件，

结案率为91.57%，调撤201件，调撤率为29.86%。

省法院成功调解182起劳动争议案

6月6日，位于敦化市贤儒镇新兴林场的

中铁二十四局建设的新兴隧道出口，装载混

凝土、钢筋等车辆往来穿梭。

隧道里，工人们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钢

筋切割、捆扎钢筋、开凿隧道等施工。

据现场负责人介绍，新兴隧道全长3025

米，目前开挖已完成80%。隧道设计为双线

隧道，隧道出口是帽檐斜切式洞门设计。目

前工人采用24小时三班倒不间断作业，全力

确保今年8月底隧道按时贯通。

据了解，敦白客专起于敦化站，止于长

白山站（二道白河），是长春至珲春高速铁路

的向南延伸，与规划的沈阳至白河(通化至

白河段)、四平至通化高速铁路共同构成我

省东南部快速客运铁路环线。通过与在建

的京沈高铁连通，形成东北地区通往全国各

地高效、便捷的快速客运网络。

工程于2017年8月8日开工建设，施工

总工期 48 个月，计划 2021 年 8 月 15 日竣

工。线路全长113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

设有长白山、永庆、敦化南、敦化（既有）4座

车站，其中长白山站设计建筑面积3万平方

米，计划投资6.8亿元。目前，敦白客专全线

已进场人员7348人，进场设备1121台套，计

划投资130.34亿元，目前完成投资75.44亿

元。

线路开通后，长春经敦化至长白山旅行

时间将由现在的4个多小时，压缩至2个半

小时。近期年发送旅客430万人，远期535

万人，长白山站房最多能够同时容纳2000

人，能够满足长白山年旅游600万人出行需

求。

长吉公司敦白现场指挥部书记王凤晓

介绍，敦白客专顺利实施，得益于省委、省

政府的鼎力支持，在前期要件办理、征地拆

迁、“三电”迁改、外电引入等方面给予了政

策倾斜与协调帮助，去年国铁集团建设资

金异常紧张的情况下，主动承担30亿元的

资本金出资，为工程快速推进提供了资金

保障。

今年2月3日陆续安排作业人员进场。

复工复产后，人员斗志昂扬，通过三班倒、24

小时不停歇作业，誓要把受疫情影响失去的

时间和施工进度抢回来，我们将继续发扬东

方雄狮、铁建劲旅的精神，保质保量、加班加

点，建设出东北地区样板工程，确保敦白客

专期到必成。”中铁二十四局敦白客专三标

一工区经理饶群说。

抢 时 间 抓 进 度 保 质 量
——敦化至白河客运专线项目建设见闻

本报记者 张敬源

6月，探访长春市双阳区，解放思想，热潮

涌动。新思路、新途径、新举措应运而生，“解

放思想再深入，全面振兴新突破”教育实践活

动，深度激活了双阳的改革创新“基因”，干事

创业激情燃烧。

“思想的先进才是最本质的先进。开展教

育实践活动以来，我们重新审视自身，双阳作

为全省‘一主、六双’的重要节点、长春现代化

都市圈的核心区、长春国际影都拓展区，面临

多重发展机遇。所以，我们把融入省市大战略

作为未来发展方向，积极谋划推动长春城市副

中心建设。”双阳区委书记唐铁生为区域发展

精准定位。

坚持下好先手棋，找准突破口，明确主攻

点，双阳用解放思想这把金钥匙，打开了全面

发展全面振兴的大门。

理念突变，厘清发展思路

明媚的阳光下，个大饱满的柿子正由绿转

红，顶花带刺的黄瓜鲜嫩无比，大朵大朵的月

季花娇艳绽放……国信现代农业双创示范基

地的温室里，农民王秀华正在忙碌着。

从2010年国信项目启动开始，王秀华就

来到了这里。“我已经从一个传统农民转变成

了新型职业农民，学会了很多种植、田间管理

技术。从原来每年辛辛苦苦种地才收入1万

元，到现在住楼房、开车上班，每月都收入好几

千元，日子真是太幸福了。”

依托国信现代农业的建设经验和优势，这

里以一体化的农业三环融合模式，进行科学合

理的科研、教学和产业功能布置，倾力打造涵

盖农业科研示范、培训孵化和产业链条及有机

产品等于一体的农业双创示范基地，通过产业

孵化实现农民增收、农村嬗变和农业融合。

“无论是从规模还是产量来看，双阳都不

是传统的产粮大县，所以我们站在把双阳打造

成省市主体功能区的高度，去重新谋划和定

位，发挥重要节点和都市圈核心区的作用，立

足打造现代农业示范基地，围绕产业融合，用

一产的土地做三产的文章，长宽高立体化推

进，践行‘争当现代农业排头兵’的要求。”唐铁

生说。

理念的飞跃，带来发展的质变。

双阳围绕做好“长”的文章，大力实施现代

农业产业园区“四级联创”工程，谋划梅花鹿特

色小镇、草莓特色小镇等产业项目20余个，鹿

业全产业链产值超60亿元。坚持外引内培、招

商引才相结合，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近50

家。特色农业园区和基地发展到85个，农产品

知名品牌、驰名商标50余个，延伸了农业产业

链条。

围绕做活“宽”的文章，依托现代农业大力

培育健康养老、旅游休闲、文化娱乐等新业态，

打好“融合牌”；注重将文化元素融入农业发

展，鹿文化博物馆、马文化博物馆、蜜蜂文化科

普馆等传承乡村文脉，打好“联合牌”；建设了

一批乡村旅游型、影视文创型、三产融合型“一

品村”，打好“结合牌”，丰富了农业发展内涵。

围绕做强“高”的文章，引入中科院、省农

科院、吉大等科研力量开展核心技术攻关，向

科技要效益；农村创业创新经营主体超3000

家，培训新型职业农民、农村劳务经纪人等近5

万人，实现创业带动就业3000余人，加快了高

科技农业发展步伐。

瞄准突破，明确主攻方向

绿色围挡的脚手架上，工人们正在紧张施

工，工程车辆不时出入……在国信南山健康综

合体项目现场，正在建设的销售中心已经建起

三层。

项目投资主体、吉林金地康养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总经理李培华深有感触地说：“区里领

导和部门的负责同志对项目进行了包保，不管

遇到什么问题，随时都能对接，快速解决，在这

发展让我们省心省力。”

“融入省市发展战略说到底还得靠项目带

动、投资拉动，特别是长春市委把双阳奢岭作

为长春国际影都板块的拓展区，我们自我加压

以‘核心区’标准来推进，要全力加快重大项目

建设，通过重大项目的突破拉动双阳投资再上

规模和水平。”唐铁生一语道破当前发展的主

攻点。

今年，双阳计划开复工重点项目107个，计

划总投资527亿元，计划完成投资50.6亿元。

截至目前，已开复工项目55个。

总投资20亿元的神鹿峰景区项目、总投资

11亿元的国信健康综合体项目、总投资110亿

元的红星美凯龙“梦吉林”项目、东北师大双阳

实验学校、中日联谊奢岭医院等一批重大项目

成为区域新的经济增长点。

双阳区领导带头，推行常委包片，区长包

线，8个乡镇街分别由一个常委负责，各位副区

长按战线包线，全心全意为项目发展破解瓶颈

问题。

通过项目专班、365帮办、项目中心等工作

机制，快速推进项目手续办理、征地拆迁等前

期工作，力促项目早开工、快建设。

为了减少疫情对招商工作的影响，通过微

信联系、视频洽谈、网络签约等多种形式开展

了不见面招商活动，目前，已有投资10亿元的

西部风电、投资1.5亿元的大唐风能光能、投资

1.2亿元的高科技电子产品3个项目正式签

约。截至4月末，全区已累计到位资金5.73亿

元，同比增长184.8%。

唐铁生说，“解放思想，首先要找准方向，

在学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指示要求的

过程中，我们不断完善发展思路，破解发展难

题，推动工作落实。同时，党员干部以敢于担

当的精神打破常规，用突破常规的做法推动工

作落实。”

破壁突围，扫除前进障碍

笔直的街巷干净整洁、农家院落清新利

落、休闲广场上各种健身设施齐备……走进双

阳区奢岭街道前城村赵屯，一派精致典雅的乡

村风光。

“去年，我们全村11个社员小组、6个自然

屯全面进行了环境整治。赵屯的休闲广场建

成后，又在村里修建文化大院，农闲时间村民

有了娱乐场所，精神面貌得到极大改善。原来

的小片荒变成了文化广场，连房价都大涨了。”

双阳区奢岭街道前城村党支部书记王军高兴

地说。

在发展中，双阳区下好先手棋，坚持规划

先行，把国土空间规划、产业空间布局规划进

一步修订完善，与省市专项规划有机地衔接，

实现省市区协调一体发展。同时，全面推进基

础设施建设，提升双阳对外知名度和影响力。

“双阳这么多年的发展相对较慢，和机制

体制、思想不解放等原因密切相关，但主要还

是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筑起了藩篱。所

以，我们落实全省交通强省战略，实施交通枢

纽的重大工程建设。”唐铁生介绍，在省市支持

下，双阳区准备投资17亿元，打通长春到双阳

的快速路。

“这条快速路打通之后，我们将它称之为

金光大道，不仅仅会缩短长春与双阳的时间距

离，将来也是双阳产业转型升级的黄金通道，

必将带动人员流动、土地增值、税收增加。这

项工作我们加紧推进，力争7月开工建设。”唐

铁生说。

唐铁生表示，解放思想永无止境，双阳必

将打开思想的桎梏，打破制度的藩篱，扫除

前进道路的障碍，坚持实事求是，更多聚焦

百姓需求，持续用发展的成果提升百姓的幸

福指数。

长春双阳区：

以解放思想为“钥”开全面振兴之“门”
本报记者 孟凡明

坚定信心 抢抓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