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迟永刚、王军平、张鹏图、张宝山、吴玉江、王佩军、张玉

春、龚凤杰（女）、郭永军、王永江、赵子富、李云鹤、韩显明、

王忠福、朱福臣、易海、胡建志、吴秀芬（女）、肖杰、张海正、

林井春、杨凤娟（女）、房祥、张连友、宋卫、杨玉辉、郑希玉、

刘家利、王桂芝（女）、尹明（女）、韩笑（女）、杨守君、王洪革、

张国庆、张辉（女）、赵富民、王继明、张家东、韦良荣（女）、赵

长青、丁宗兰（女）、康宏、吴旭华（女）、钟桂国、董恩吉、李汉

中、谢云荣（女）、左立民、高振亚、李虹（女）、杨宝珍（女）、赵

宏玲（女）、郭凤仪（女）、李清森、于富生、刘永胜、韩德林、申

川海、张辉、路永兵、华玉成、孙宝平（女）、张立华（女）、吕淑

新（女）、黄晓辉（女）、王成林、张敏（女）、吕喜民、霍瑞军、王

晓敏（女）、张影（女）、满晓华（女）、纪淑杰（女）、王秀娟

（女）、赵丽娟（女）、宁福财、贾振江、王云库、赵显杰（女）、张

丽（女）、刘晓明、李日环（女）、王立辉、陈丽强（女）、刘立波

（女）、吕影（女）、许殿明、陆振林、陈向东、马立忠、杨鹏、范

庆祥、程魏（女）、曲晓丹（女）、岳强、刘力（女）、付清利、石影

（女）、张宏伟、孙德芬、付清泉、孙洪发、张鑫、杨定国、贺英、

王飞、李晓东、冯汉良、姜雪丽（女）、王海龙、孙明久、谢春文

（女）、解志富、王宏伟、王亚芹（女）、陈振军、李洪涛、王雷、

赵国军、于木子（女）、韩冬文、张长利、崔继峰、郭永刚、田志

旺、张建国、付宝刚、徐德峰、王君、褚文锋、秦秀梅（女）、卢

海波、赵传革、邱向新、栾强、郎丰全、姜春英（女）、孙震、马

春杰、薛建国、姚喜春、杜功华（女）、莫云辉、刘平、李井全、

李学忠、韩丽霞（女）、郭龙阳、徐坤、马淑华（女）、刘雪英

（女）、毛世军、孟繁斌、王霞（女）、高龙江、赵启芳、孙长芹

（女）、张淑霞（女）、刘长发、陈平、贾春玲（女）、崔丽艳（女）、

谷景刚、于秋影（女）、毛井利、刘公武、彭继军、付春江、石永

刚、孙宝新、齐永光、刘涛、丁立江、陈光、王晓芝（女）、尹莉

（女）、王洪涛、姚喜明、赵贵仁、梁志平、郑海军、王春香

（女）、袁亚凤（女）、王长利、刘杰（女）、樊荣（女）、高焕（女）、

魏胜杰、蔡斌、孙宝新、赵凤臣、王玉平、张兆杰（女）、赵继芳

（女）、赵继洪（女）、贺凯军、张建伟、韩云秋(女)、赵丽华

(女)、张玉梅（女）、陆伟华、齐志权、才敬松、刘海森、刘延

福、杨太令、丁兆侠、董影（女）、高元志、赵连春、樊久如、郭

大忠、李华彩（女）、杨权、李春和、张福全、郑玉智、于冰

（女）、王君、李忠江、杨洪君、包立忠、芦柏东、姜雪梅（女）、

曲永林、刘继全、于振奎、于安海、冯立彬、王彦、杜民、王维

政、王军、高艳（女）、刘俊喜、陈玉梅（女）、张金凤（女）、李

建、张淑英（女）、孙绍文、樊永才、高金梅（女）、高广远、吴国

太、焦德文、宋明华（女）、马德禄、高明启、任长林、郭广新、

黄景祥、李平、张凤芝（女）、金玉喜、吴贵民、张善文、张善

明、杜吉成、段金玉、张玉霞(女)、王元海、何方武、常玉华

（女）、王恩海、王家印、窦贵仁、单明义、刘振吉、刘剑秋

（女）、刘宝生、高福臣、赵久东、郝亚东、高世海、王福海、汤

淑平、刘志家、孙义明、王晓东、高玉芝（女）、宫艳玲（女）、郝

军、唐云鹏、赵连军、刘志刚、姜跃忠、陈青霞（女）、刘艳丽

（女）、张健、袁云军、于德辉、齐宏章、明洪蒲、侯辉、王朋辉、

刘兆利、盛范忠、郝亚明、芦英敏、芦英杰、郑翠华（女）、陈艳

娟（女）、王立芬（女）、钟坤、李银梅（女）、代锡安、彭玉坤、李

强、王凤军、王桂霞（女）、赵红霞（女）、杨方成、王成华（女）、

张春香（女）、孙万海、陈德仁、丁伟、范庆国、任凤霞（女）、张

毅、张立斌、王文琴（女）、李晶（女）、詹德权、刘桂兰（女）、刘

秋杰（女）、杜光（女）、于金梅（女）、贺连芳（女）、刘克军、张

雪峰、李家范、吴燕（女）、冯德梅（女）、杨敏（女）、王玉娟

（女）、李振江、郭立梅（女）、左春霞（女）、张革、张恩海、李世

杰（女）、丁玮、刘敬波、王玉萍（女）、任永勤、苏井财、吕桂

立、霍江、聂迪、夏联营、关强、聂长亭（女）、邵贵、段成群、何

英杰、解瑞艳（女）、谢庆江、梁冰、徐晶（女）、于德江、杨佰

福、宋恒友、马金保、郭云凤（女）、王治力、王春英（女）、刘德

敏、刘静（女）、李岩、李秀香（女）、张雅杰（女）、张玉杰（女）、

王俊清、王刚、王成友、李杰、王学佰、张媛玲（女）、张彩霞

（女）、孙宝玉、梁立辉、梁立明、施洪博、赵秀丽（女）、赵秀云

（女）、孙静芳(女)、霍虹（女）、李忠海、于海波、徐然、王斌、

王树兴、张玉山、董岩、杨成国、孙艳霞（女）、项富平、朱春

利、刘洪权、谷岩、孙艳红（女）、董莉（女）、李欣（女）、崔富、

初明修、杨伟、王宝荣（女）、周新颖（女）、谭琳（女）、王天龙、

王志韬、白国利、陈海涛、陈晓东、褚良伟、董刚、杜井波、杜

立新、方云峰、冯忠华、宫德秋、关志安、郭静河、韩兆仁、胡

克勤、华玉生、黄明章、姜维杰、金多祥、金力友、李国胜、李

兰权、李兰生、李鹏远、李伟、刘井海、刘亚东、柳文海、栾明、

孟庆才、庞举、曲贵福、史洪玉、宋文海、苏收君、孙绍华、王

凤春、王海涛、王久阳、王连富、许立友、闫文学、杨春华、杨

春生、杨革、杨甲荣、杨静坤、于长青、张成、张福成、张刚、张

国华、张海峰、张书义、张义、张玉学、张振伟、赵国林、赵庆

君、赵文忠、仲崇岩、朱才、左常家、左立军、陈国梅（女）、丛

兰芝（女）、代丽梅（女）、范晓艳（女）、冯淑杰（女）、高运华

（女）、郭永梅（女）、李超（女）、李春荣（女）、李淑珍（女）、梁

永娟（女）、刘桂岩（女）、刘亚杰（女）、刘玉霞（女）、马金玲

（女）、潘凤霞（女）、孙玉萍（女）、王桂英（女）、王海霞（女）、

王立新（女）、王淑梅（女）、王艳萍（女）、王影（女）、吴淑华

（女）、薛爱华（女）、杨洋（女）、于靖（女）、张淑梅（女）、赵连霞

（女）、周成芳（女）、蒋彦辉、朴树新、王成丹（女）、王成辉、王晓

媛（女）、薛云松（女）、张东光、赵恩庆、王玉春、关锦涛、唐义

新、桂志勇、李俊峰、李静（女）、宁辉、陈衡、陈洪艳、陈玉红、陈

立平、陈玉琢、褚玉芬、丁鹏、付玉梅、高友、韩立民、贺春梅、胡

广业、姜淑珍、蒋瑞华、李凤珍、李君、李士芳、李伟、李忠锋、李

忠民、李忠印、蔺晓光、刘凤林、刘桂金、刘忠臣、吕淑芳、马桂

凤、马金成、孙丽艳、孙明艳、孙世洪、田凤玲、田文思、周旭、佟

淑敏、王凤琴、王福德、王桂芝、王秀杰、詹颖、吴立波、许洪艳、

杨玉英、于志秋、张淑春、赵素霞、张乐付、张乐祥、郭欢清、李

杰、杨淑文（女）、朱艳（女）、朱和、王贵庆、赵玉华（女）、李小

华、胡文财、薛桂春、李志军、杨春喜、董财安、万志国、周小龙、

谢恩艳（女）、孙景华（女）、李长录、冯世刚、闫玉梅（女）、任艳

文、曲桂芬（女）、曲振千、王成录、赵洪伟、于士才、孟凡华

（女）、张洪秀（女）、付友贤（女）、梁丽娟（女）、徐奎武、徐艳

（女）、季林凤（女）、隋喜刚、许娥库、秦秀芳（女）、王成方、杨桂

梅（女）、赵全、常桂久、陈增义、仇永刚、褚乃平、董茂友、高永、

宫德文、郭宝云、郭长军、韩宝友、兰立军、兰立春、李春艳、李

少文、李文、李永义、李志勇、刘长文、刘利辉、路福哲、马金庆、

马铁强、宋振江、孙少龙、王世权、徐兆福、王玉明、杨铁明、尹

洪霞、袁旭东、张雪峰、张勇、赵福利、赵烜悦、赵雨婷、丁兆侠、

杜朋友、刘文斌、刘甲明、赵玉杰、李春成、聂金华（女）、包立

国、高海涛、李长会、李强、李志海、刘德秋、齐俊国、尚瑞良、谢

广威、刘奇新、曲永春、荣伟、韩杰、刘长生、罗江、孙守田、张国

华、裴连贵、王忠富、赵国、张丽红（女）、辛云江、赵朋、齐殿龙、

郝玉秋、张付德、张金明、李其才、李英春、赵亚娟、尹德志、周

立权、杨春香（女）、胡玉霞（女）、李国发、刘维成、孟庆国、刘永

杰、王立新、王素芳（女）、孙德金、白凤霞（女）、崔瑞华（女）、高

凤英（女）、李秀英（女）、刘淑芬（女）、刘淑华（女）、潘爱英

（女）、王冬艳（女）、王凤英（女）、王桂娥（女）、王素芹（女）、杨

井立（女）、于春凤（女）、张桂芝（女）、张晶、赵兰娟（女）、陈娟

（女）、陈世国、高云霞、韩玉美（女）、江凤梅（女）、李民、李朋、

李亚珍（女）、潘江、孙建华、汪秀丽、王柏全、张青、白金林、冯

秀华（女）、王绍芹、魏国、徐瑞生、于金华、张玉梅（女）、赵宝

发、郑秀梅、蔡明杰、于凤霞（女）、张杰、宼玉华（女）、李秋成、

李送君、李秀忠、刘国良、孟庆海、沈凤霞（女）、王红梅、王强、

王永刚、温占军、徐晓军、姚文福、张云波、张秋兰、吕淑杰、蔡

云满、董先文、郭秀玉、韩凤珍（女）、王淑娟（女）、杨春双、邹淑

梅、蔡建英、侯淑琴、高玉梅（女）、郝玉梅（女）、侯照双、胡兆

军、纪俊华、姜鹤、孔令专、郎庆斌、李宝库、李春生、李付、李

付、李广森、李洪军、李君、李连福、李淑云（女）、李树彭、李秀

章、李亚芹（女）、李元洪、刘宝库、刘长福、刘继贤、刘佳英、刘

奎、刘淑杰、刘彦斌、刘永志、刘忠义、麻志军、孟凡军、潘庆平、

潘洋、裴少文、齐泽文、邵吉昌、石杰、石伟、时显君、宋春华、宋

喜春、苏振海、孙岩、孙义平、孙志辉、孙忠岩、谭德生、谭树军、

唐万才、田玉霞、佟艳梅（女）、谢树发、徐宝金、徐文波、颜卫

利、杨宝付、杨广德、杨恒志、杨柳、尹宝刚、张国恩、张洪清、张

建志、张俊福、张丽芳（女）、张鹏、张平、陈柏德、胡福才、李秀

荣、相建林、史艳萍、孙成元、王玉文、张向菊、张玉艳（女）、常

洪波、张凤香、陈贵君、陈红霞、程少波、崔立、崔清福、邓长江、

董玉春、豆敏、杜福臣、冯贵安、冯志海、冯志艳（女）、付少忠、

高金华、王春吉、王春兰、王春梅、王云杰、王振海、吴景德、希

文祥、刘新平、段恒秋、高树民、郭振东、李刚、李彦文、刘凤山、

刘明星、齐柏军、孙宏、孙永明、王福祥、王海艳、刘兴奎、张明、

尹崇全、胡志明、李艳祥、王安、吴世英、陈树海、朱延春、王立

军、白永成、刘大国、张学明、李春香、李长星、刘忠海、马广海、

刘奎国、张影、肖丽华、马洪文、宋成法、郑鲜红、郭相玲、于洪

杰、岳丽凤、苏德伟、董庆国、籍友伸、刘奎华、王金良、姚再力、

赵立华、祝洪艳、杨义晶、侯林川、王淑华、陈景云、刘淑梅、赵

亚娟、刘淑梅、徐兴海、刘仁山、李则成、闻庆友、杨方春、张宏

岭、王有利、张立强、王贵德、李伟彬、宁秀霞、董清风、陈树昆、

周凤芹、于丽、康振国、李学成、刘香兰（女）、陈洁漪（女）、姜风

艳、赵云霞（女）、杨秀红（女）、王洪君、李春霞（女）、李洪生、李

淑华、张治荐、赵云珠、邹君、徐贵成、曹秀双、常洪波、邓长江、

王福海、张志明、付玉梅（女）、武淑梅、许明杰、张淑芹、徐娟、

刘艳春、张淑芹、代春革、卞振全、陈云、崔亚娟（女）、崔长友、

付晶(女)、高云程、郭宝明、郭正江、韩志娟（女、兰秀芳(女)、

李春生、李德福、李丽娟（女）、李淑华（女）、李涛、陆长青、孟庆

生、钱金龙、孙恒太、王桂华（女）、王勇、王玉田、王忠国、吴凤

和、武玉香（女）、闫美云（女）、闫玉芹（女）、张敬东、张敏（女）、

张树山、郑淑艳（女）、周向安、祝爱善、白井志、蔡义民、常青、

陈振海、陈忠良、程亚杰（女）、程云会、丛庆国、丛亚杰、崔波、

崔敏、崔宝库、窦红丽（女）、杜建波、杜士明、杜晓春、范玉志、

付春波、付连伟、付清桂、付晓莲（女）、黄秀文（女）、高淑华

（女）、高兴士、高云龙、高运程、关庆河、郭连伟、郭秀芹（女）、

韩凤国、何平、户敏、黄金印、贾丙顺、贾春江、姜维国、焦树敏、

鞠秀娜（女）、孔令忠、李宝林、李春胜、李德平、李广和、李华、

李华、李家林、李连臣、李连喜、李敏、李秋、李少华、李胜和、李

铁华、李文仁、李有成、李长山、李振忠、连培志、林志山、刘春

风、刘广文、刘国全、刘海东、刘红（女）、刘静雪（女）、刘立、刘

敏文、刘雪峰、刘雪梅（女）、刘艳珍（女）、刘长林、刘忠海、鲁德

纯、马桂红（女）、马俊河、马丽珠（女）、马树青、马永涛、孟庆

江、孟庆力、繆立杰、宁国发、齐洪军、齐金成、齐明华、乔松海、

秦佩艳、仁宝嘉、仁龙、宋德利、宋贵胜、宋洪鹏、宋学斌、宋艳

晶（女）、孙凤林、孙凤芹、孙国、孙华、孙立祥、谭俊波、唐桂秋、

万志强、王贵付、王建宏、王军、王军、王立杰、王立云（女）、王

丽玲（女）、王敏、王书成、王维仁、王卫东、王文平、王祥、王秀

敏（女）、王亚文、王颖（女）、王永洁、王玉刚、王玉翔、王云、王

志才、王志国、魏宝祥、魏广付、魏家庆、温宝贵、温会梁、吴德

君、吴玉良、武振国、夏克军、肖东刚、谢宝成、辛晶（女）、宿俊

龙、徐成、徐革、徐赫静、徐洪艳、徐继荣、徐文杰、徐永利、徐泽

峰、寻文忠、彦成娥（女）、杨春才、杨国臣、杨坤、杨立远、杨淑

梅（女）、杨晓明、杨勇贵、杨玉海、杨兆发、尹伊、于宝友、于晶

元、于士爱、玉德庆、袁杰、袁素兰（女）、张柏林、张恩有、张凤

英（女）、张付、张继学、张井林、张淑闫、张天山、张希胜、张延

祥、张玉英（女）、张忠梅、赵春杰、赵立臣、赵普玉、赵长国、

赵忠成、郑春利、郑福、朱德才、朱庆华、杨明远、申磊、王东

林、冯国忠、陈文忠、栾贵田、王俊盛、赵振刚、迟凤芝（女）、

陈秀梅（女）、田秀云(女)、张军、孙少禹、尹长青、张春俭、栗

清元、董桂忆（女）、孙丽艳（女）、韩宝忠、张桂玲（女）、邵玉

明、杨淑萍（女）、曹润梅、滕宝杰（女）、李兴友、王洪涛、张

斌、吴凤和、刘福恩（女）、汪洋、李冬栎（女）、刘丽静（女）、吴

凤义、于美平（女）、邓心国、樊敬茹（女）、李万军、明洪普、李

秀梅（女）、赵宏玲（女）、贾淑英（女）、杨志鹏、胡喜海、李凤

芝（女）、杨贵忠、么丽梅（女）、陈永杰、段任方、李建奎、王艳

秋（女）、王立波、刘淑艳（女）、赵喜恒、吴振伟、王力田、王玉

华（女）、陈永、朱长付、韩晓红（女）、王旭东、王淑华（女）、刘

新红（女）、侯晶（女）、李立安、王永和、徐萍（女）、于福军、侯

立范（女）、张志军、王德安、刘俊良、于勇、胡伟、孙玉华

（女）、王彬、刘艳（女）、许荣生（女）、马云荣（女）、张明良、王

德才、刘新华、任广明、石连仁、白茹冰、王申海、宋丽娜

（女）、李剑刚（女）、仲文慧（女）、郑海昌、王世文、申永革、李

晓楠、徐学君、王德君、王洪大、段金才、金桂兰（女）、高峰、

王玉成、王贵文、王敬业、王金霞（女）、刘福祥、李吉芳、李丽

华（女）、王江、刘波涛、刘秀、李智军、李铁艳（女）、王艳丽

（女）、刘奇志、刘成家、李辉、李桂荣（女）、王淑华（女）、刘忠

辉、刘奇慧（女）、李兆福、李梅（女）、王利君、刘发、刘静霞

（女）、李世忠、张满、王艳梅（女）、刘跃全、刘仁秋（女）、李

刚、张富、王艳梅（女）、刘宝财、李国海、李海龙、张宪忠、王

艳云（女）、刘威、李洪军、李伍平、张文斌、王彩凤（女）、刘

波、李金峰、李长福、张志武、王艳玲（女）、刘金凤、李天明、

李桂香（女）、张成奎、张永录、张希华（女）、赵红峰、杨振江、

陈帮华、张峻松、张国芳（女）、赵春德、杨新华、陈绍辉、张喜

凤、张俊芝（女）、赵利、杨继海、陈洪水、张丙顺、张新德、赵

桂琴（女）、杨桂梅（女）、陈伟、张安君、张立新（女）、赵秀娟

（女）、齐淑杰（女）、陈长林、张铁军、张冬梅（女）、赵桂珍

（女）、杨新华、陈万春、张春艳（女）、刘凤华（女）、赵宏伟

（女）、杨久红（女）、陈利和、张玉霄（女）、赵淑艳（女）、赵红

伟（女）、杨海涛（女）、陈瑞生、张秀辉（女）、赵忠全、赵淑霞

（女）、陈收田、陈迎春、张秀华（女）、赵国栋、杨永华、陈井

余、陈富、陈凤云（女）、徐永库、高淑清（女）、郑玉利、黄跃

军、陈茹（女）、于建平、高佰权、郑金玉、黄育强、郭春军、于

海军、孙志强、梁淑红（女）、黄俊、郭玉崎、于万龙、孙立军、

梁世军、黄飞、郭春梅（女）、于玲（女）、孙奇、田长福、胡秀芹

（女）、郭新山、于长友、朱晓芳（女）、田广东、胡克勤、徐向

珠、丁玉海、朱春龙、周大光、董博华（女）、徐善强、丁安荣

（女）、朱忠奎、周俊丰、董亚杰（女）、徐安、高志、付海英

（女）、韩金梅、姜延延、徐金生、高金忠、郑有伟、曹广发、姜

红（女）、姜玉辉（女）、房荣峰、邢恩朋、曲国晖、牛景华（女）、

姜革、苑士河、苗宝华（女）、乔桂军、葛东平、吴金成、苑士芝

（女）、任玉平、闫学君、葛春华、冯富军、苑平（女）、任松贺、

温会成、白翠丽（女）、段福财、康红（女）、任喜贵、滕金凯、白

凤云（女）、程井元、魏喜义、蒋志刚、谭德、金桂坤、康安、魏

波涛、沈秀娟（女）、谭宏宇、贾秀英（女）、裴晓兰（女）、石涛、

邵明福、关大伟、唐丽娟（女）、潘利、邢丽群（女）、曲远新

（女）、侯云双、邓喜侠（女）、孟宪德、邢凤丽（女）、曲长春、吕

雪松、郝翠屏（女）、郝金玉（女）、秦芙蓉（女）、刘艳秋（女）、

张隽（女）、高敬军、罗海林、樊立祥、刘军、冯国林、高云龙、

何秀歧、迟令富、李玉坤、赵德威、唐东杰（女）、何春梅（女）、

武秀娟（女）、李洪梅（女）、赵立革（女）、盛国才、薛国红

（女）、穆永贵、李亚斌、赵新力、贾晓红（女）、姚文志、万长

城、李向奎、谢东辉、范永华（女）、佟立君、王景全、张立军、

周建志、聂春山、佟玉明、王明、张勇、吴清生、温德静、秦虹

波、王洪伟、姜文太、滕云飞、邵甲春、秦秀涛、王可、宋健红

（女）、马贵春、凌学智、凌学文、孙建国、王红伟、陈彦君、孙

跃平、曹虹燕（女）、李玉国、张海波（女）、陈朋、刘桂杰（女）、

张立艳（女）、吴波、田宜华、藏金田、解春荣（女）、初显明

（女）、依立文、谢连宝、秦朝晖、柳喜林、尤秋玲（女）、潘玉凤

（女）、张秀华（女）、刘继良、曲洪娟（女）、邢爱华（女）、陈春

萍（女）、宁国江、沙立娟（女）、周井江。

特此公告。

地址：吉林省辽源市西安区西安大路143号

联系人：高雅荣、宋阳

电话：18104372271、15904376988

微信号：与电话同步

邮箱：744768806@qq.com

辽源矿务局多种经营处

2020年6月30日

公 告
根据吉林省委办公厅、吉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厂办大集体

改革工作的实施意见》和辽源市委办公室、辽源市政府办公室印发《辽源市厂

办大集体改革工作实施细则》的通知精神，辽源矿务局多种经营处已于2020

年3月分别在《吉林日报》和《辽源日报》发布公告，核实大集体职工个人信

息。同时，根据《辽源市厂办大集体改革职工身份认定办法》要求，于2020年5

月将辽源矿务局多种经营处拟参加厂办大集体改革人员名单以张贴方式予以

公告，要求公告名单中的大集体职工办理身份认证手续。截止2020年6月27

日公布名单中还有大集体职工未在规定期限内办理职工身份认证手续，按照

相关规定，现对迟永刚等1551名大集体职工名单再次登报予以公告，请下列

人员在2020年7月30日前迅速到个人劳动关系所在管理部门办理职工身份

认证手续，逾期未办理，导致不能享受此次厂办大集体改革相关政策、待遇，后

果自行承担。

（上接第一版）

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徐鹏介绍，《意见》

在财税、金融、土地等要素支撑方面推出了一系

列十分抢眼的实招、硬招，支持示范区建设发

展。比如，在财税政策方面，对示范区安排专项

资金予以大力支持，新增地方政府债券额度向

示范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重点倾斜，新增地方

政府专项债券也将优先用于支持示范区重大项

目建设；在金融支持方面，将省市两级政府投资

引导基金向示范区倾斜，吸引国内投资基金，并

积极协调金融机构为示范区有融资需求的重点

企业、重点项目提供信贷资金支持，同时鼓励中

韩两国企业和机构设立中韩合作金融基金、开

发基金；在土地供给方面，对示范区新增建设用

地指标优先保障。在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和营造

国际化营商环境方面，省级重大招商活动、重点

招商项目、重要招商资源向示范区倾斜，建立招

商引资合作及利益分享机制，鼓励发展“飞地”

经济。这些政策措施都为示范区建设提供了强

有力的要素保障。

推动医药医疗领域合作交流

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陈云雾介绍，中韩

（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将加强公共卫生领域

的国际合作交流，推动在医药、医疗器械、防护

用品和应急物资等领域的合作项目建设。鼓

励国内外企业和机构在生物药、化学药等领域

开展合作，引进新型抗体药物、新型免疫治疗

药物、新型生物医学材料等产品产能，建设生

物制药合同加工外包生产基地。合作发展北

药产业，推动北药交易中心建设，打造北药生

产基地。合作建设高端医疗机构，以健康检

查、慢性病及老年病治疗康复、先进医疗技术

为重点，培育健康养生新业态。支持示范区引

进用于临床诊断、康复及养老等领域的核心技

术，建设医疗器械研发、试验和生产基地。针

对生物医药全球协同研发的试验用特殊物品，

优化检疫查验流程，建立新药研发用材料、试

剂和设备进口绿色通道。开展美容美妆领域

国际合作。

“这些合作规划实施后，广大消费者不用走

出国门，在家门口就可享受富有韩国特色的医疗

美容、健康养老服务，购买韩国名牌化妆品、高端

药品，食用韩国技术精深加工的人参保健食品

等。”陈云雾说。

方便购买采用韩国技术生产制造的
产品

示范区规划了合作发展信息技术、高端装

备、智能制造等特色产业。加强与韩国企业以及

国内外知名企业合作，支持人工智能、物联网、工

业互联网、5G+VR/4K、软件开发等产业合作。积

极推进化合物半导体、功率半导体（IGBT等）、芯

片、新型显示配套材料、智能家电等领域合作。

重点推进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增材打印、智

能装备制造、智能控制系统、智能仪器仪表、新能

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节能环保和冰雪装备等

产业国际合作，加快建设工业机器人制造产业园

区，谋划建设智能环保装备产业园、智能农机装

备产业园和冰雪装备制造产业园。支持在示范

区布局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关键零部件产

业。

随着示范区建设的不断推进，将更加方

便消费者购买采用韩国技术生产制造的产

品。“这些合作规划实施后，广大消费者在家

门口就可以购买各类质美价廉的韩国品牌智

能手机、笔记本电脑、家电等热销产品。”陈云

雾说。

大力发展健康食品产业

示范区规划了合作发展农业和中药材产

业。依托有机玉米、大米等粮食资源和生猪、肉

牛等畜牧业资源，合作发展餐桌食品、休闲食

品、饮料等快速消费品。在人参市场开发、品牌

建设、技术引进、转化利用等领域开展对韩合

作，建设人参精深加工、人参产品质量检测体

系，推进人参电子交易平台建设。加强与韩国

知名企业合作，引进技术、资金和人才资源，开

展保健品、中药材、食用菌、鹿产品、海产品等产

业合作。

陈云雾表示，“这些合作规划实施后，将极大

地丰富食品、保健产品种类，可满足不同消费者

多元化、订制化需求。”

提升文、体、教消费水平

示范区规划了文化、体育、教育等领域的合

作。在符合政策的前提下，鼓励中韩两国优秀文

创企业合作开展文化产品制作及演出。支持有

关企业与韩国企业在推进广播影视数字化和新

媒体建设以及产教融合等领域开展合作，打造东

北地区影视基地。扩大中韩两国高级人才培养

和研究机构合作。支持两国企业共建联合实验

室、技术试验示范基地、科技示范园区、工业设计

服务中心。支持两国知名高校在示范区开展高

水平合作办学，探索双方在学历学位、专业资质

等方面双向互认。推动职业教育院校开展交流

合作，支持外商投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推动建

设中韩国际化人才培养创业创新基地。组织两

国青年开展科学、文化、艺术交流。支持韩国旅

游机构在示范区内设立分支机构，推动组建旅游

企业联盟，积极发展跨境旅游。依托生态冰雪、

汽车工业、电影文化等特色自然文化旅游资源，

支持示范区旅游企业与韩国等国际知名旅游企

业合作，合作设计开发旅游产品，推动打造中韩

国际旅游集散中心。支持韩国休闲运动机构在

示范区设立区域总部，开展体育健身等方面交流

合作。这些合作规划实施以后，人们在家门口就

可以轻松享受国际高端文化、旅游、体育、教育等

资源和产品。

陈云雾表示，省发展改革委作为省政府推进

示范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下一步，要发挥好

统筹协调作用，分解落实任务，加强定期调度，加

强与国家发改委沟通联系，推动解决示范区建设

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同时，落实落细国家支持政

策。与长春市、中省直有关部门共同推动国家支

持政策落地，向国家争取更多政策及资金支持。

推动建立吉韩理事会机制，协调促进双方重大合

作事项扎实开展，支持示范区加快建设，争取更

多韩资企业落户示范区。

带动双边合作 促进区域融合发展

长春市委常委、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

党工委书记高玉龙接受采访时表示，示范区将纳

入中韩两国经济部长级协调对话议事内容，由中

韩高层直接推动示范区建设。同时，还将建立司

局级双边工作机制，由国家发改委地区振兴司、

韩国北方经济合作委员会、省发改委、长春市政

府、示范区管委会参加，共同推动示范区建设。

示范区党工委（管委会）还将创新体制机制，引入

现代化公司治理手段，探索实行聘用制、协议年

薪、一职一薪等新机制新办法，激发示范区建设

发展的活力。

从对外经贸形势看，韩国作为东北亚地区

重要的经济大国之一，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在自

然资源、矿藏、劳动力，以及经济结构、商品结

构、技术水平等方面都与长春市有很强的互补

性，这种互补性能够极大促进长春市与韩国的

经贸合作。

此外，根据总体方案要求，示范区将与韩国

进行产业链协同合作。大力发展数字产业、高

端装备和智能制造、医药医疗、健康食品等产

业，将与韩国企业以及国内外知名企业合作，导

入优质的人才资源、科技资源、企业资源，推动

区域转型升级、创新发展，提升区域经济实力和

国际竞争力。

同时，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将复制推

广自贸区试验区改革试点经验，努力争取先行实

施中日韩自贸协定，试点放开金融、旅游、科技、

文化等领域投资，准许外资投入，高层对接渠道

畅通，并开辟新国际航线。特别是示范区将率先

在东北实施144小时过境免签，取消证券公司、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的外资股比限

制；取消演出经纪机构的外资股比限制；允许在

示范区设立外商独资经营旅行社，试点经营大陆

居民除台湾地区以外的出境旅游业务等。这些

政策将给行业带来颠覆性的改变，极大推动长春

金融和旅游行业发展。

“示范区将以中韩双边合作带动图们江区

域各国多边合作，吸引俄、日、蒙等国乃至国际

高端要素集聚，形成优势互补、联运发展、互利

共赢的东北亚经济发展新格局。建设示范区是

落实东北振兴战略，推动东北老工业基地全面

振兴全方位振兴的新载体。示范区将有效带动

整个东北地区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推动

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与韩国‘新北方政策'

有效对接和落地实施，促进区域融合发展。”高

玉龙说。

站在国际开放合作的新起点上聚势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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