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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裴虹荐）日前，随着通化市东

昌区全域调整为低风险地区，通化市组织市直

各部门成立了防控指导、用工服务、交通物流、

政策落实、要素保障5个工作专班，按照分区分

级、分类分时、有序推进原则，把握时点、突出

重点、打通堵点，全力推进复工复产复市和项

目建设。截至2月21日，全市重点企业357户，

已复工 321 户，复工率达 89.92% ，复工人数

40625人，复产率达 74.99%。东昌区个体工商

户除倡议的相对聚集场所近期暂不营业外，其

他各行业全面有序恢复经营。

提供要素保障，推动复工复产复市。市发

改委2月21日印发了《关于做好市区服务业有

关行业安全有序复工复产复市指导的通知》，

防控指导工作专班16个行业主管部门及东昌

区进一步加强服务指导，落实惠商惠企政策，

主动为企业提供服务，排忧解难；市交通局进

一步推进物流企业复工复产，2月21日佳汇物

流复工，邮政公司、顺丰快运、京东快递等 12

家物流企业复工，切实保障物流需求。同时，

还指定三家客运公司为恒帝药业提供通勤车

辆1台，二道江火车站1台，二道江电厂14台，

已累计为15户企业提供通勤车辆46台；市金

融办强化金融支持，联合人民银行通化支行、

通化银监局于 2 月 21 日制定了《关于做好复

工疫情防控和应对疫情强化金融服务的工作

指导方案》；市人社局通过新通化网、市就业

服务局微信公众号、人力资源企业联络QQ群、

人社局服务企业群和全市四级农村就业指导

微信群对复工复产的企业创业担保贷款政策

和为企业发放一次性稳岗留工补贴政策进行

了宣传推送；市住建局着力抓项目促建设，进

一步细化完善 2021 年重点工程项目清单，提

前做好可研报告、设计方案、实施方案、施工

工期等各项工作。主动对接企业，落实扶持

政策，积极帮助企业做好用工、材料运输、疫

情防控等复工准备。建立完善机制，压实主

体责任，加快推动重点项目开复工建设，努力

把时间抢回来。在支持重点项目建设上，优

化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预售资金监管最高

监管比例不超过应监管额度的 3%，允许企业

采取保函的形式替代预售监管现金。企业申

请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时，完成投资按照投入

开发建设的资金达到工程建设总投资的 25%

以上计算。房产租赁管理中心、公有房屋安

全维修中心、房产管理中心对租用市属国有

企业房屋的民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免交一季

度房屋租金。

提供超前服务，助力复工复产复市。市政

数局出台《关于加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

控期间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工作的通知》做好工

程建设项目审批工作，确保“三早”项目等重点

项目审批不间断。依托吉林省工程建设项目

审批管理系统，推行项目审批全流程“不见面”

审批；主动联系企业做好提前介入服务，通过

电话、微信、QQ等方式为企业提供线上咨询辅

导服务，加快推进项目审批进度；开通“绿色审

批”通道，对“三早”项目等重点项目即来即审，

指导建设单位按阶段一次性申报审批事项，通

过并联审批方式压缩审批时限；加强协同配

合，窗口人员和审批人员加强工作协同，对审

批过程会出现的问题做到一次性告知，避免反

复退件或不予受理的情况；推行告知承诺制审

批，对符合告知承诺制办理的事项，由申请人

按照要求作出书面承诺,审批部门直接作出审

批决定，加快项目审批办理进度。截至目前，

通化市政数局组织各部门审批人员，为通化市

中心医院省域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项目、通

化经济技术产业园供水工程等7个项目办理审

批事项13个，解答各类咨询20余次。同时，为

复工复产复市群体研发定制了紫色的“电子通

行码”。目前，全市5000万元以上重点项目205

个，新开工 84 个项目，已有 63 个完成立项审

批。92个“三早”项目中，新开工30个项目，已

有27个完成项目立项审批，14个完成全部前期

手续。与市发改委联合组织召开复工复产复市

赋码工作培训。并建立复工复产复市赋码工作

专班，第一时间为企业及商户人员赋码，用信息

化手段助力复工复产复市。目前，已为万通、茂

祥、正和、石油化工机械制造451户企业19790

名员工赋码。赋码提交后，复工复产复市人员

下载更新“知政”APP或微信小程序后即可获得

紫色电子通行码，这种建立在大数据信息流基

础上的电子身份认证，对高效推进复工复产复

市和精准管控“两不误”“双保障”提供科技加

持；市城市管理执法局结合市区工作实际，对市

区公共区域进行消毒消杀，为企业全面恢复生

产保驾护航。完成了市区内133条主次街路及

人行步道的消杀工作，面积约280余万平方米，

完成1万余户沿街门面的消杀工作，面积约60

余万平方米，为全面复工复产复市提供了安全

环境保障。

本报讯（记者王

忠先）“十四五”开局

之年，通化市的投资

与项目建设紧紧围

绕市委确定的“一四

五”发展思路正在积

极谋划与推进，扎实

开展“项目建设年”

“项目达产达效年”

活动。今年，全市实

施 5000 万元以上项

目 205个，完成投资

186 亿元。其中，亿

元以上项目 148个、

10亿元以上项目 30

个。对投资 5000 万

元以上项目实行清

单管理、协同服务、

联席审批，推动项目

快开工、快建设、快

见效。

产业项目突出

高占比。今年，通化

市亿元以上项目148

个、占比 72.2%，5亿

元以上项目 46 个、

占比 22.4%，10 亿元

以上项目 30 个、占

比14.6%。鑫鸿新材

料 120 万吨纳米活

性钙等产业类项目

121个、占比 59%，年

度计划投资 117 亿

元、占比63.1%；集中

供热智慧管网改扩

建项目等基础设施

项 目 27 个 、占 比

13.7%，年度计划投

资 31.7 亿元、占比

17.1%；东昌区民主

小学等社会民生项

目 26 个 、占 比

12.7%，年度计划投

资 12.2 亿元、占比

6.6%；港务区城市污

水处理工程等生态

环保项目7个、占比

3.4%，年度计划投资

5.1 亿 元 、占 比

2.7%；碧桂园十里江

南等房地产项目 23

个、占比11.2%，年度

计 划 投 资 19.5 亿

元、占比10.5%。

新建项目突出

高效率。今年开工

建设安睿特人白蛋

白产业基地、中公

科教小镇、澳洋颐

养源养老服务中心

等 84 个新项目。上半年沈白高铁（通化

段）全面开工，启动综合客运枢纽、高铁生

态新城建设。截至目前，5000万元以上新

建项目前期手续完成率达到41.5%，其中，

已完成立项手续 61 个，已完成施工许可

14个。

续建项目突出早见效。加快建设东宝

生物科技产业园、万通化学药品制剂生产

线、志成特种车辆生产线、集桓高速等121

个续建项目，中溢碳素、鑫鸿年产120万吨

纳米活性钙等 76个项目竣工。一季度计

划开复工95个项目，其中5000万元以上项

目 92个。东昌区（市直）冰雪产业示范新

城等14个项目完成投资2亿元；二道江区

阿尔凯斯特等6个项目完成投资0.8亿元；

高新区修正医药产业园等8个项目完成投

资1.5亿元；港务区商贸加工创业园等3个

项目完成投资1亿元；集安市集桓高速等5

个项目完成投资 3.9 亿元；辉南县汇能生

物质热电联产等12个项目完成投资3.3亿

元；柳河县中溢炭素等6个项目完成投资2

亿元；通化县康养谷旅游开发等 8个项目

完成投资1.5亿元。

谋划突出高质量。抓住东北振兴等重

大机遇，积极谋划一批重大产业项目和基

础设施项目，力争更多项目列入国家和省

计划盘子。推进通化至长春和通化至丹东

高铁、通化机场扩建、丹阿公路边境风景大

道(通化段)前期工作。对标专项债券 10

大投向,争取国家和省里更多支持。加大

与浙江台州对口合作，与长春市产业合作，

主动对接、相互推介，力争更多高质量项目

落地实施。

本报讯（记者王忠先 李铭 通讯员司

清华）2 月 22 日，随着通化天宇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通化睿擎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吉林省均泰盛阳药业有限公

司 3 户企业正式复工，通化医药高新区

40 户规上企业除季节性停产的 2 户工业

企业外，全部实现复工复产复市。

通化医药高新区举全区之力扎实做

好外防输入、内防扩散、严防输出“三防”

工作。按照通化市《关于推动企业复工

复产复市和重点项目建设的工作方案》

要求，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各类实际困难，

以扎实的举措、高效的服务，全力助推企

业复工复产复市。

立足职能提供保障。高新区第一时

间成立了以管委会领导为组长，各相关

部门为成员的复工复产复市和重点项目

建设领导小组，为各项工作的开展提供

了组织保障。认真梳理汇总近期省市制

定的各项政策共计 55 条，并有针对的向

企业进行宣传讲解。为尽早推动企业复

工复产，高新区发改局、工信局、商务局

等部门积极深入企业调研，建立部门与

企业的沟通联络机制，为每户重点企业

确定包保联络员，并组建高新区企业复

工复产指导群，引导企业尽早实现复工

复产。

完善企业防控机制。严格按照相关

工作要求，细化各类企业防控标准和复

工流程，对复工企业实行分类指导，从严

把关，指导建新科技、天实药业、东方红

西洋参等企业建立防控机制，完善防控

应急预案及复工方案。

畅通员工返岗通道。为使复工企业

员工正常通行，高新区为企业统一发放企

业员工通行证和车辆通行证，通行证注明

员工姓名、联系方式、身份证号、工作单

位、居住地址等信息 ，加盖行管部门公

章，由员工持有，作为出行凭证。目前，

累计为 70 户企业发放员工通行证 4142

份，车辆通行证 220 份。

保障物流运输便捷。强化对物流运

输的争取和协调 ，帮助建新科技、凤形

耐磨、成和石油等企业协调物资运输和

职工通勤车辆；帮助铁塔公司协调解决

车辆出行问题；帮助春铁宏达解决材料

运输问题；协调市发改委解决企业外来

车辆入市等问题。

本报讯（记者王忠先）通化东宝药

业在通化县委、县政府的保障下，科学

精准施策，夯实筑牢防线，一手抓疫情

防控，一手抓生产经营，在保证安全的

基础上，不停产不停工，真正做到了“两

不误、两促进”。目前，企业正在全力以

赴实现首季“开门红”。

通化县委、县政府成立服务专班深

入企业，全力以赴帮助企业破解难题，

及时帮助办理运输车辆、员工通勤车相

关证明，为在厂员工每三天一次免费做

核酸检测，为14台运输胰岛素产品的

外地籍货车全程护航。

通化东宝药业按要求及时启动应

急预案。公司高层领导带头与一线员

工吃住在公司，24小时坚守一线指挥，

对生产车间等关键区域进行重点监管，

扎实做好做细防护物资发放、人员车辆

排查管控、全覆盖消杀等防控工作。产

销运行中，针对市场需求企业生产的第

三代胰岛素——甘精胰岛素“长舒霖”

的增加，企业科学调整生产班次，增加

生产产量，仅用20天的时间完成药品

发货 12.7 万件、医疗器械发货 1.2 万

件。通化东宝各项生产经营活动持续

平稳运行，各项生产指标落实到位，市

场供应充足。

同时，公司研发项目组的研发人

员依然坚守岗位，不间断地进行新产

品研发项目的引进与开发。超速效赖

脯胰岛素项目组顺利完成了工艺放大

的关键工艺参数研究，为项目的Ⅲ期

临床样品制备和工业化生产奠定坚实

的基础；德谷胰岛素项目组保证了项

目试验顺利按时进行，完成了低压高

压纯化的工艺开发，确定了关键工艺

参数，并在保证收率和纯度的情况下

用国产填料替换了进口填料，降低了

成本。据了解，2021年，通化东宝全年

计划研发28个品种，其中生物药研发

18个、上市许可申请3个、现场核查1

个和临床前研究9个。目前，企业研发

的速效的胰岛素类似物产品门冬胰岛

素及注射液已申请上市许可，该产品

是目前临床主流的餐时胰岛素，有望

在今年获得生产批件，届时，将形成与

甘精胰岛素的产品组合优势。企业还

正在积极布局四代胰岛素、GLP-1、口

服降糖药等糖尿病药物管线。其中，

超速效赖脯胰岛素注射液是我国第一

个获得临床许可进入临床试验阶段的

四代胰岛素。

通化东宝药业严格执行消杀程序。王忠先 摄

复 产 后

的通化建新

科技有限公

司生产车间

一角。

李铭 摄

复工后的东方红西洋参药业（通化）生产场景。李铭 摄

部门齐动 保障有力

通化市加快全面有序复工复产复市

通化医药高新区企业实现全面复工复产复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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