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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白县紧紧围绕“一谷一城”，始

终把项目建设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生命线”，凝心聚力，很抓落

实，尤其是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开工建

设、投产达效，不断培育经济社会发

展新动能，切实增强发展后劲。2021

年，重点推进 500 万元以上项目 21

个，总投资30.4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6.9亿元。其中：新建项目12个，总投

资13.4亿元，年度计划投资3.7亿元；

续建项目9个，总投资17亿元，年度

计划投资3.2亿元。

中朝互市贸易区建设步步为

“赢”。长白中朝互市贸易区是1997

年经省政府批准设立的，近几年，该

县主动融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投

资4亿元打造集互市贸易、国际物流、

展览展示、边贸流通、金融服务等多

功能于一体的中朝互市贸易区。项

目共分三期：一期给烟台中企联旗下

66个商会、18000家企业提供2.2万平

方米对朝商品交易展示区；二期为投

资1亿元建设面积为19572平方米的

互市贸易交易市场；三期为投资3亿

元新建面积15万平方米的中朝互市

贸易商贸综合区。该项目的建设，将

成为“中国长白—朝鲜惠山”跨境经

济发展新引擎和吉林省最大的边境

贸易小商品集散地。目前，一期项目

已完工；二期项目争取到位地方政府

专项债券资金 7000 万元，已开工建

设；三期项目已完成开工前手续，预

计今年4月开工建设。

创业产业园区建设有的放矢。补

齐因无孵化器导致的招商项目落地

难的短板，保证好项目快落地、快投

产，投资1.69亿元建设面积5.2万平

方米，可同时容纳40余家企业、3000

多名工人、100余家创业团队和500余

名各类人才创业和生产生活的对朝

经济合作创业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

设项目。项目的建成，将为企业搭建

一个高效率、高质量，低风险、低成

本，早落地、早达效的投资创业平台，

极大地增强了边合区项目承接能

力。目前，该项目争取到位地方政府

专项债券资金5600万元，已于2020年

8月开工建设。

项目谋划储备稳扎稳打。紧盯中

央和省级产业政策和投资方向，积极

创新思维，开阔视野，立足“两主三

辅”“一带多园”产业发展格局，依托

资源、区位、产业等优势，积极谋划创

业孵化园区、互市贸易区、保税区、国

际产能互惠园、园区综合服务和创业

中心大厦、园区基础设施等项目 12

个，总投资22.46亿元。

落地有速度 服务有温度
王珊 本报记者 王春宝

伴随着大地回暖，白山市江源区

一批精心谋划的重点项目，犹如一粒

粒种子，向下扎根、向上生长，为“十四

五”开局助力，为高质量发展赋能。

谋划重点项目，提升发展质量。

项目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是

推动产业升级的“强引擎”。2021年，

江源区聚焦“一主、六双”产业空间布

局、“一谷一城”战略部署，以融入长辽

梅通白敦医药健康产业走廊为契机，

精准谋划打造了长白山特色医药健康

产业园区科技孵化基地、华舜饮品有

限公司中药材饮品及寒武奥陶山泉水

等建设项目。

江源区重点项目立足于“新”，更

着眼于“强”。鼎运新能源焦化项目计

划总投资12.31亿元，目前完成投资

8.63亿元。一期120万吨焦化项目年

内建成投产；总投资6亿元的新睿来纳

米新材料年产160万吨高效环保纳米

活性钙脱硫脱硝药剂项目，将于5月开

工，一期60万吨7月试生产。备受瞩

目的生态环保新型材料绿色产业园项

目总投资15亿元，一期工程矿山路桥

项目已基本建成，铁路专用线已进入

审批阶段，低温余热发电已并网运

行。预计2023年园区基本建成。据了

解，今年江源区计划实施5000万元以

上项目47个，总投资135亿元。其中，

新建项目15个，总投资32.7亿元；续

建项目17个，总投资36.9亿元；重点

谋划储备项目 15个，总投资 65.4亿

元。

聚焦精准服务，推动建设提速。

在江源区立新村，一座座排列整齐的

标准化种鸡场、鸡雏孵化场格外引人

瞩目。作为江源区3000万元以上重点

项目之一的源翔16万套祖代鸡养殖项

目，总投资2.37亿元，今年六月可投入

试生产。投产后将拉动该区畜牧业向

规模化、标准化、高端化发展。值得一

提的是，仅用了35天就将该项目从“规

划图”变成“施工图”，刷新了招商引资

项目落地的江源速度。在今年“三早”

项目清单中，山水9.0MW低温余热自备

发电项目赫然在列，山水水泥作为江

源域内的重大产业项目，因项目指标

问题，自2011年实施以来，一直未能投

产。多年来，江源区相关部门靠前服

务，助推企业破除障碍，区领导多方协

调，多次深入企业，帮助研究破解难

题。在全区上下的努力下，山水水泥

于2020年顺利投产，展现江源重商亲

商的温度。

为推动大项目、好项目落地开工、

提质见效，实行全链条全过程服务。

对重点投资项目“一企一策”定人、定

责、定时精准服务。区领导分包重点

项目，组建工作专班，切实发挥领导包

联成效。项目中心、发改、住建、国土、

环保等部门加大配合力度，实行项目

审批全程领办制度，对重点建设项目

开辟“绿色通道”。万人助万企”和“工

业服务攻坚”行动的全面开展，为企业

解忧纾困。以“无事不扰”为原则进行

项目调度，以“无处不在”为原则开展

项目服务，以“无微不至”为原则关注

项目进程的项目调度服务机制，得到

企业的一致好评。

开足马力加油干 项目建设掀热潮
孙丹 张志刚

今年以来，抚松县坚持“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

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紧紧抓住“十

个围绕”强项目，“一主、六双”产业空间

布局落项目，新基建“761”工程谋项目，

大力培育发展旅游康养、绿色食品、医

药健康“三为主”绿色产业，推动县域经

济高质量发展。

全县重点推进500万元以上项目

108个，总投资317.9亿元，年度计划投

资42.4亿元。其中新建项目72个，总

投资84.3亿元，年度计划投资28.3亿

元；续建项目36个，总投资233.6亿元，

年度计划投资14.1亿元。旅游康养、

绿色食品、医药健康三大生态产业项目

32个，总投资230亿元，占比为72%。

项目为王，挺起发展脊梁。以吉林

鲁能漫江生态文化旅游综合开发、吉林

省国际森林食品工业园区、天源至臻20

万吨健康瓶装饮用水等重大项目的实

施，带动了全县500万元以上项目的全

面推进。同时，抚松县积极推进国家级

绿色产业示范基地建设，推动投资9亿

元的食纳园项目、投资2.05亿元的科

创园项目开工建设，确保人参“研产仓

销”服务综合体等4个项目冬季不停

工。集中力量抓好长白山森林食品产

业园区、抚松县人参特色产业小镇工业

园、长白山国际医药产业园、抚松县矿

泉水产业园区的规划和建设。

招商先行，激发产业新动能。大力

推广出台的招商引资系列优惠政策，加

快引进一批产业链长、带动力强、辐射

面广的优质项目、龙头项目、规模项

目。发挥“北上广深”抚松商会的重要

作用，吸引更多的客商和抚松籍在外创

业人士到抚松考察、投资、兴业。年初

以来，深入实施招商引资“百日攻坚、挂

牌招商”行动，目前，全县各乡镇及部门

共认领和包装项目43个。

环境是金，铸就硬核守护力。确立

“6+2”的抚松优化营商环境升级版，在

优化“六个环境”（市场、政务、要素、人

才、法治、开放）工作目标基础上，增加

亲商、优商的舆论环境和扶商、挺商的

监督环境。强化项目从招商到投产的

全程服务，从谋划、包装、招商、跑办，到

建设、生产、运营、管理，层层落实责任，

确保项目有效推进、顺利建设、早日投

产。全力营造亲商、安商、富商的社会

环境。

凝心聚力抓落实 苦干实干谋新篇
董春凤 本报记者 王春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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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速 提质 提效
韩双泽 本报记者 李慧龙

浑
江

浑江春雨至，岸畔万物生。白山食

健客冻干孵化基地项目、白山市金林现

代农业观光园项目等高含金量项目建设

工地上、车间里，工人们抢工期、抓进度、

忙生产，在实干苦干中赶超跨越。

浑江区贯彻新发展理念，抓住新发

展机遇，精心谋划、引进一批成长性好、

带动力强的重大产业项目，推动产业升

级、动能转换。截至目前，板石矿业上青

矿区4-6矿组技术改造工程、吉林富德

矿业有限公司浑江区木通沟铁矿年产

200万吨铁矿石及40万吨铁精粉项目、

白山市浑江区高新科技孵化基地建设项

目、白山市农产品城市供给冰温保鲜科

技示范建设项目等9个“三早”项目已开

复工，已完成投资1亿元。

突出抓好项目谋划包装。围绕“6

个项目库”建设，在产业园区、产业延链

补链、产业配套、乡村振兴、生态保护、民

生改善、公共服务、工矿和沉陷区治理、

新基建“761”工程、“两新一重”等方面，

以及物联网、数字经济等前沿领域，深度

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精心谋

划包装一批成熟度高、符合国家资金投

向和申报条件的大项目、好项目，通过积

极争取，使更多项目进入国家和省市支

持范围。

突出抓好重点项目建设。今年，全

区计划实施5000万元以上项目24个，年

度计划投资14.47亿元；计划实施500万

元以上项目43个，年度计划投资17.18

亿元。持续实行领导包保、跟踪调度、协

调服务责任制，全力提高项目建成率和

投产率。重点抓好农产品城市供给冰温

保鲜、五间房省级森林公园开发等26个

续建项目；重点推进艺臻饮品年产20万

吨山泉水、高新医药产业园等16个新开

工项目；确保年产10万吨硅藻土多孔环

保新材料、天津雅奥原料药、人工智能数

据标注等13个拟实施项目取得重大进

展；力争农产品城市供给冰温保鲜科技、

高新科技孵化基地、丽达纸业10万吨可

降解纸地膜加工销售等31个项目建成

投产。

突出抓好项目提质量。截至目前，

5000万元以上项目已开复工10个，5000

万元以下项目已开复工3个。持续优化

营商环境，创新加强政策供给，强化台账

式流程管理，落实落细项目推进的时间

表和路线图，用奋斗的足音推进全区社

会经济和谐发展。

开春即开工 开局即决战
佟粒玮 张传慧

早春战鼓响，发展干劲足。新春伊

始，临江市聚焦高质量发展目标，抢先抓

早、攻坚克难，全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为建设“一谷一城”临江篇蓄能提速。

临江市充分认识到“三早”项目建设

是拉动县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以开

春即开工、开局即决战、起步即冲刺的干

劲，全力推进“三早”项目建设。市发改

局在成立项目中心和制定项目建设保障

机制基础上，充分发挥“项目秘书”包保

服务作用，紧盯问题，强化调度，全过程、

全链条协调解决项目建设中遇到的问

题，加快推进项目前期工作，确保“三早”

如期开复工，助力临江经济转型发展。

为全面释放临江市“引泉入城”工程

巨大经济效益，春节过后，临江市主要领

导带队前往杭州农夫山泉总部，研究商讨

推进农夫山泉（二期）项目开工事宜。相

关部门与农夫山泉临江长白山饮用水有

限公司负责人积极对接，了解项目前期手

续办理情况，协调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存

在的困难，确保项目如期开工建设。

临江市拥有丰富的中药材资源，厚

爱产业园在一期工程取得成功后，积极

推进二期工程建设。厚爱产业园与吉林

农大共同研发鲜活人参提取技术，开发

鲜活人参粉项目，其技术成果将填补国

内空白，该项目将在4月投产。

今年，临江市推进“三早”项目18

个，总投资44.89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23.5亿元。其中，新建项目7个，总投资

15.79亿元，年度计划投资9.1亿元；续

建项目11个，总投资29.1亿元，年度计

划投资14.4亿元。

临江市发改局局长历国说：“今年是

‘十四五’开局之年，我们将以奋斗的姿

态、追梦的劲头，下好先手旗，打好主动

仗，圆满完成各项目标任务，以优异成绩

迎接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

开启项目建设“春忙”模式
佟鑫 本报记者 李慧龙

春风遍拂，冰雪消融，靖宇县长

白山道地药材交易中心建设项目的

施工现场一派火热繁忙的景象。工

人往来穿梭，架高梁、搬建材，脸庞

黑红、汗珠扬洒。该项目已进入最

后收尾阶段，建成后，将成为东北地

区最大的长白山道地药材交易市

场，预计年交易额达60亿元以上，

提供就业岗位200余个。

年初以来，全县共谋划储备

500万元以上重点项目118个，计划

实施500万元以上重点项目40个，

总投资 56.4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17.5亿元。其中，新建项目22个、

续建项目18个；“三早”项目21个，

总投资 46.4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14.3亿元。以“三抓”“三早”为主

线，全力推进鑫浩源生猪养殖、永德

堂人参肽提取、吉林蓝域蓝莓及人参系

列产品深加工等一批新建项目开工建

设，推进长白山道地药材公共服务中心、

金合牧业肉种鸡繁育饲养基地、吉林赛

野中药材加工等一批续建项目早日竣工

投产。

明确“细谋划、优储备、强培训、勤踏

查、促前期、精调度、动态调”的工作思

路，健全“周调度、月分析、季研判”的项

目建设工作机制，建立“任务指标、服务

保障、考核奖惩”项目服务三大体系，确

保高质高效地推进项目建设服务工作。

针对谋划的118个重点项目逐个分析研

判，梳理归纳存在的问题，制定有效可行

的推进计划，加强部门协调联动，加快推

动项目前期手续办理，高质量做好服务

工作。

栽好“梧桐树”，引得“凤来栖”。靖

宇不断强化招商引资，瞄准国内 500

强，紧盯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等经济

发达地区，充分利用白山经开区靖宇新

区招商平台，紧盯与浙江德清对口交流

合作有利契机，以专班形式强化产业链

招商，探索开展委托招商、飞地经济等

新模式，重点在绿色食品、医药健康、商

贸旅游等领域引进一批战略投资者，实

施一批补链、延链、强链的重点项目。

重视亲情招商，鼓励引导更多的靖宇籍

在外老乡投资家乡、建设家乡、造福家

乡。

持续深化“放管服”“最多跑一次”改

革，加速落实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坚决

破除妨碍市场化配置和商品服务流通的

体制机制障碍。深层次推进营商环境建

设，着力营造高效的政务环境、公平的市

场环境、优质的生产环境、公平的法治环

境和向上的人文环境，真正以优质高效

服务助力项目发展，跑出项目建设“加速

度”。

靖宇县长白山道地药材交易中心项目施工现场。 本报记者 李慧龙 摄

临
江

靖
宇

06 2021年3月26日 星期五 编辑 王钰 耿世红
区域传真·白山

Email:jlrb0439@126.com 电话：（0439）3226887

春日胜黄金，实干开新局。3

月 25 日 上 午 ，在全 省“推进‘ 一

主、六双’，加快项目建设”行动

启 动 暨 春季 项目 集 中 开工活动

中，白山市 70 个 5000 万元以上重

大项目整齐亮相，竞速发展“新赛

道”。

“开工潮”鼓点激昂 ，折射的

是踏上新征程的“勃勃脉动”。白

山市参加全省春季集中开复工项

目 70 个，总投资 150.4 亿元，年度

计划投资 49.8 亿元。

重大项目是白山市全面建设

中国绿色有机谷·长白山森林食

药城的“稳定器”和“压舱石”。

这批项目中既有举足轻重的产业

龙头项目，又有升级改造的新动

能产业项目，还有备受关注的社

会民生项目，建成后将对促进新

旧动能转换、补齐短板弱项、优化

产业发展环境和增强区域发展后

劲起到强有力的支撑作用。尤其

是在这批集中开工的重大项目

中，行业龙头、基础设施和现代服

务业项目牢牢占据了“主赛道”。

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在临江矿

泉饮品产业园，农夫山泉年产 119

万吨饮用天然水生产线建设项

目 ，该项目总投资 20 亿元 ，年度

计划投资 3 亿元。

今年年初以来 ，白山市累计

集中开复工 5000 万元以上项 目

151 个 ，总投资 508.3 亿元 ，年度

计划投资 121.3 亿元。今年，白山

计划实施 5000 万元以上项目 222

个，总投资 691 亿元，全年投资预

计增长 10%以上。目前，全市“抓

大项目、大抓项目”浓厚氛围已经

形成。

发令枪响 ，赛道宽阔。白山

市上下一心，在项目建设这条赛

道上全力拼搏、奋勇向前。

竞速“新赛道”
——白山市项目建设进行时

春季项目集中开工活动分会场。 本报记者 李慧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