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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电影城”在历史积淀之上，焕发

新生魅力？

随着长春国际影都的拔地而起，答案清

晰呈现——重塑辉煌不能仅凭情怀，要靠坚

实的产业支撑。影视产业创新发展，文旅融

合日趋紧密，长春市拥有得天独厚的文化和

生态资源，生态、文化、影视、旅游，一个完整

的新业态集群呼之欲出。

春夏之交，记者来到位于净月高新区的

长春国际影都项目展示中心。这座建筑将成

为展示长春国际影都影视基地宏大图景的

“窗口”，外形极具曲线感，酷似一盘电影胶

卷，饱含“叙事感”的建筑语言扑面而来。正

在紧张施工的工人们如“蜘蛛人”般在外立面

上下穿梭，工地上焊花飞溅，为即将安装的构

件塑型。

“我们3月16日开工，现在建筑主体、二

次结构都已完成施工，疫情没有耽搁进度，一

定会让这栋充满特色的建筑在6月末跟长春

见面！”现场施工负责人语气中充满自豪。

缘起“城市情节”：重拾文化辉煌
推动产业重构

电影基因融入了长春的城市血脉。新时

代背景下，影视产业的创新发展，对这座城市

既是文化上的回归，也是产业上的重构。

长春市委、市政府在高质量发展“四大板

块”规划中，明确提出建设长春国际影都板

块。充分发挥长影作为中国电影事业摇篮的

文化传承和区域内丰富的生态资源优势，全

面打造国际化电影全产业链基地，构建现代

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特别是打造生态

高地、时尚高地、数字高地，建设长春国际文

旅创意城。

总面积1051平方公里，核心区包括净月

高新区，以及莲花山生态旅游度假区主要区

域，拓展区包括双阳区奢岭街道，主导产业为

影视文旅产业、生命健康产业、数字产业。到

2025年，力争主导产业产值和主营业务收入

超过2000亿元。

长春国际影都，体现长春历史文化底蕴，

代表着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方向，将有力

推动长春市乃至吉林省转型发展，为振兴发

展注入强大动力，提振城市活力。

大方向既定，项目推进紧锣密鼓。4月

12日，长春国际影都项目开工建设，整个项

目从规划运作到破土动工用时仅5个月。

“长春影都，影响世界”。万众瞩目中，长

春国际影都发出自信的“诞生宣言”。随着项

目逐步推进落地，将渐次铺开一幅美丽蓝图，

成为长春多个板块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谋划“创意产业”：立足资源禀赋
激发区域活力

璀璨新星，落子净月。

从生态资源来看，长春国际影都三面临

水、四面环林、山水林田湖草等各类保护要素

913.64 平方公里，约占本域国土空间的

85%。区域内拥有100多平方公里亚洲最大

的人工森林、107平方公里的新立湖国家水

利风景区、3个5A 级景区。浓厚关东文化风

情，四季分明的气候特点，春发新绿、夏有繁

花、秋色层叠、冬覆白雪，是理想的影视取景

拍摄地，更宜打造文旅产业拳头产品。

从人才资源上看，长春高校林立，影视

相关专业众多。仅净月高新区就拥有 15

所高等院校，在校大学生 18万人，在全国

国家级高新开发区中居首位，每年培育出

大量影视领域人才。此外，净月区已渐成

长春影视相关从业者的“后花园”，目前全

区影视文创注册企业达 303 户，近年启动

了知和国际动漫产业园、吉林省国家广告

产业园等载体，入驻文化创意企业百余家，

从业人员近万人。

优异的资源禀赋，勾勒出无限可能。为

了更好地推进长春国际影都板块发展，净月

高新区启动编制了《长春国际影都协同发展

规划》。规划借鉴雄安理念、参照雄安标准，

结合净月、莲花山区域自然禀赋和产业基础，

构建了以总体规划为引领、五类专项规划为

支撑的“1+5+N”的规划体系，进一步促进现代

服务业迸发强劲活力，吸引实力项目向该板

块聚集、核变。

“在空间格局上，长春国际影都采用‘北

城·南苑·中山水’的整体构想；在交通格局

上，构建‘三环六放射’交通体系；在蓝绿空间

上，依托生态本底，打造‘三级’郊野休闲绿道

体系；在产业体系上，确定影视文旅、生命健

康、数字产业三大主导产业；在产业布局上，

打造生态大街影视文旅发展轴、聚业大街生

命健康数字科研发展轴，形成‘双螺旋’产业

发展格局。”长春市编研中心空间规划所所长

刘学介绍。

瞄准“高效聚合”：打造全产业链
创新融合发展

优秀的顶层设计，需要踏实的产业支

撑。建立完整业态体系、匹配先进业态集群，

是长春国际影都发展的重中之重。

在《长春东部净莲协同发展区空间规划

纲要》中，依托影视文旅、生命健康、数字经

济三大主导产业和金融总部、科技研发、生

态环保三大重点行业，规划确定20个产业

生态圈、52个产业园区、328个重点招商引

资地块。目前，有 82 个项目正在洽谈当

中。预计到年底，将有超过100个新项目落

位建设。

3月17日，净月高新区召开首场视屏推

介会，北京文化、巨亿、喜马拉雅、保利、华润

等95家知名企业相关负责人通过“屏对屏”

的方式参与其中，详细了解净月区的规划成

果、重点发展产业和优质地块，迅速建立对

接机制。

今年3月以来，净月高新区邀请各界人

士，围绕长春国际影都建设中的人才需求、政

策条件、产业优势、文化基础、产业链条延伸

等内容召开多场推进会，各方面的专家、学者

走进净月高新区，畅所欲言为长春国际影都

的建设建言献策。

项目建设方企业负责人表示，长春国

际影都将举起影视产业的旗帜，盘活产业、

带动区域。 （下转第三版）

建设创意之城 打造产业“高地”
—— 长 春 国 际 影 都 建 设 走 笔

本报记者 栾哲 华泰来 万双

本报讯 (记者邹鹏亮）6 月 18日，

双洮高速公路 SMA 沥青路面摊铺圆

满收官，标志着双洮高速公路完成

主体工程建设。这条公路预计今年

8 月中旬建成通车，将比预期提前 8

个月完工。

双洮高速公路是我省推进高速

公路总承包模式的试点项目，也是

我省推行交通建设改革的示范工

程。吉高集团双洮项目部和中国中

铁项目总经理部坚持新发展理念，

坚持高质量发展，开足马力加快建

设进度。在建设过程中，运用了大

量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

全线应用 BIM技术，并推广应用数字

化、智能化设备，全力打造智能化高

速公路 ，推动吉林“数字交通”建

设。吉高集团总工程师、双洮高速

公路建设指挥部指挥长张书林说：

“这些方式大大提升了路面压实度

和平整度，保证行驶更平稳、使用寿

命更长久。”

双洮高速起自双辽市，经由长

岭县和通榆县，最后至洮南市，主线

全长 187.203 公里，连接线 13.289 公

里，项目总造价 110.74 亿元，项目建

成后双辽至洮南将从现行 4 个小时

缩短到 2 个小时以内。双洮高速对

加快国家高速公路网、东北区域骨

架公路网和我省高速公路网主框架

形成，完善和优化区域路网布局、振

兴东北、实现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地

区致富等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双洮高速今年8月将建成通车

本报讯（记者张红玉 王学雷）炎
炎夏日，走进浩瀚辽阔的查干湖，水天

一色的湖面及周边草地、花海、树木共

同构成了绝美的大湖湿地景观。“一年

一个样、三年大变样”，蝶变中的查干

湖，每天都给人带来惊喜。

近年来，松原市把抓好查干湖生

态保护和旅游发展作为“天字号”工

程，去年共投入2.2亿元用于规划设

计、可研编制和项目建设，拆除影响生

态环境的建筑1.6万平方米，建成运

行南北景区污水处理厂和垃圾压缩

站，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全年接待游

客 460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40.5亿元，同比增长111%。

保护开发，规划先行。松原市积

极配合省水利厅编制完善了《查干湖

保护规划》《查干湖经济开发区总体规

划》《前郭县长山镇总体规划》等多个

规划，为查干湖生态保护开发提供了

遵循。

为更好地做好保护开发工作，该

市围绕生态保护、基础设施建设、旅游

开发等领域，谋划包装启动了59个重

点项目，总投资达140亿元。

推进项目建设，做好开发文章。

该市利用冬闲时间，包括春节假期和

疫情防控期间，组织前郭县、查干湖开

发区和市直相关部门紧锣密鼓地推进

査干湖小镇建设。小镇规划面积

3.28平方公里，总投资22.54亿元，计

划建设项目12个。目前已完成文化

广场项目和主干路网项目房屋征收工

作任务，开工建设了生态小镇主干路

网、生态广场、周边村屯道路等项目。

多措并举，做好生态保护文章。加快景区绿化美化和种

植结构调整进度，削减农药化肥用量，种植树木、花卉、中草药

材、水生植物7.8万亩，高蛋白大豆103万亩，减少化肥、农药

施用量68.4％和48.3％。开工建设查干湖周边村屯污水处

理、查干湖224区块生态水岸修复、查干湖环湖湿地植被修复

建设等12个项目，即将开工查干湖湿地保护与恢复工程、查

干湖水生态修复与治理等3个项目。

抓好景区建设，做好旅游发展文章。建设景区大门3座，

完善安代路、安达路道路交通标识系统，搭建智慧管理和指挥

监控系统，完善了5A级景区晋升必备条件。加快景区旅游道

路、导览系统、卫生设施、安全设施建设，推动湖西区域发展。

对查干湖祭湖广场、成吉思汗召、王爷府陈列馆等多处景点进

行维护和修缮，将历史文物古迹和民族文化精神更加完美地

呈现在游客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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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吉林省镇赉县
与内蒙古图牧吉交界处湿
地边缘发现白鹤亚成体 2
只。白鹤是长途迁徙物种，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全球仅
有4000只左右。每年夏天，
白鹤在西伯利亚繁殖，秋冬
季节回到我国，初秋两季在
位于吉林省镇赉县的莫莫
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停歇
100 余天，夏季在镇赉发现
白鹤极为罕见。

潘晟昱 姜海涛 摄

在疫情影响的不利环境下，如何帮助企

业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提振发展信心？怎样

化危为机，实现经济平稳发展？

不折不扣落实政策，服务企业纾解困难……

在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以来，通化市通过企

业调研、组织座谈交流等形式，了解企业所需

所急，有针对性地做好应对工作；加大支持力

度，做到精准服务，在降低成本、开拓市场、帮

助融资等方面为企业解难题、办实事。在一

季度快速复工复产的基础上，继续保障企业

降低要素成本恢复元气，力保工业运行稳定

向好。截至5月末，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产值

同比增长3.6%，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4.6%，两项指标同时列全省第二名。

在困难面前，通化市委、市政府与企业一

道共克时艰，使企业在生产上有保障、更自

信；各类企业逆势奋进、主动出击，积极克服

需求不足、成本上升、资金紧张等多重困难，

生产经营取得了新成效。

通化市不折不扣地全面落实国家、省市出

台的推动企业复工复产政策，为企业减免税费

3599.7万元，为49户企业延期缴税9023.29万

元；为36户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授信82.64

亿元，新增贷款8.71亿元；为113户企业发放

银税纾困贷款6494.73万元；全市各项贷款和

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上年末分别

下降0.05个百分点和1.26个百分点。

开展工业企业资金需求调查，基本摸清

企业实际需求情况，并将存在信贷需求的企

业信息及时传递至上级部门和本地金融部

门，并与相关部门密切配合，帮助企业争取信

贷支持。截至4月末，全市工业贷款余额比

年初增长0.3%。

同时，向内挖潜大力清理拖欠民营企业

欠款。工信部门履行牵头职责，实行月会商、

月通报机制，推动清欠工作。到5月末，全市

政府部门和大型国有企业拖欠民营企业中小

企业账款4195.91万元，清偿欠款1405.82万

元，偿还进度33.5%，在全省处靠前位次。

在支持企业稳定职工队伍方面，全市加

大对经营困难且恢复有望的企业稳岗返还工

作力度。目前，金马药业、石油化工机械制造

公司等13户本级工业企业享受稳岗返还资

金1905.7万元。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通化

市建立了企业帮扶工作机制，确保工业经济

发展持续稳定向好。市委印发了《关于扶持

培育“双 50”企业加快发展的实施方案》

《2020年市级领导包保重点工业企业工作方

案》，实行市级领导包保50户重点企业、54个

重点项目责任制， （下转第三版）

破 冰 前 行 回 暖 复 苏
——通化市前二季度经济运行观察

本报记者 王忠先 通讯员 周长旭

本报讯（记者王春宝 洪铭潞）近日，白山市委、市政府出

台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强化保就业举措的实施意见，

旨在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持续加大就

业优先保民生工作力度，充分发挥产业、资源、政策、服务等方

面优势，强力攻坚、全面保障，确保兜牢居民就业底线。

实施就业优先政策。建立保障用工即时响应机制，行业

主管部门成立专班对接企业用工需求，全面保障疫情防控、公

共事业运行、群众生活必需及重点项目用工。实施重大产业

就业影响评估，优先投资就业带动能力强、有利于农村劳动力

和高校毕业生就业的产业。

保障企业用工需求。鼓励引导企业吸纳就业。同时，加强线

上线下招聘服务，依托各类媒体开展“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

落实援企稳岗举措。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阶段

性缓缴企业社保缴费、阶段性降低企业社保费率、落实企业失

业保险金返还。减免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免征公共交通运

输、餐饮住宿等服务增值税，执行期限延长到2020年底。

促进创业带动就业。实施食药产业创业奖励，深入优化

自主创业环境，支持创新创业担保贷款。 （下转第三版）

守住保护底线 筑牢稳定基础
白山市出台意见强化保就业举措

本报讯（记者张和力）6月16日，长春国际汽车城重点项

目——和润汽车工业园开工仪式在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

举行。项目位于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内的腾飞大路和前

程路交会处，计划总投资15亿元，占地面积17.5万平方米，建

筑面积14万平方米，预计建设厂房及配套建筑26栋，为汽车

厂零部件及配件制造使用。

按照长春国际汽车城以东风大街延长段为中心轴，形成

“一轴两翼”发展格局，南翼规划建设整车、改装车、汽车零部

件制造业及各具特色的零部件加工园区的原则，和润汽车工

业园项目位于汽开区南翼中心区域，分为标准化单层厂房区、

多层厂房区及综合配套区三大功能区，项目规划建设厂房、办

公配套用房、科研技术中心、孵化基地、员工公寓等，以满足各

主机厂一级及二级配套企业、中小企业、孵化器等需求。预计

2021年投入使用。项目完成后园区入驻企业将达到50余家，

创造就业岗位3000余个，进一步提升长春国际汽车城的经济

发展规模和质量。

长春汽开区和润汽车工业园开工
总投资15亿元 创造就业岗位3000余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