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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我为群众办实事

抓环境抓项目抓落实

作风建设年进行时

夏，这里有22℃的清爽体验；冬，这里有

冰雪的温暖邀约。近年来，随着我省旅游业

发展步伐加快，航空市场需求强烈，释放出巨

大的潜在空间。

让航空业和旅游业同频共振。省文化和

旅游厅匠心布局，成绩斐然，全省航班起降架

次和吞吐量指标保持持续快速增长。其中，

占据全省航空枢纽地位的长春龙嘉国际机

场，指标增速始终高于东北地区和全国平均

水平，一跃迈进千万级机场行列。

密集起降的航班跨越远途，越织越密的

航线将吉林与世界各地拉得更近。吉林日益

成为天涯咫尺的热门旅游目的地。

密织航线：吉林不再遥远

在上海虹桥国际机场登机，经过3小时飞

行，北国春城的美丽画卷便在眼前徐徐展

开。去年7月，我省开通长春—上海虹桥直飞

航线，结束了长春龙嘉国际机场始终未与上

海虹桥机场连通的历史。近年来，我省在国

内新增50余条航线、10余个航空快线产品。

走进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往来旅客不

乏异域面孔。这座省内支线机场颇具“国际

范”。延吉地处东北亚经济圈腹地，独特的地

理位置和浓郁的民族风情，吸引了众多国外

游客。数据显示，延吉机场国际旅客年吞吐

量在机场总吞吐量中的占比近50%。2019

年，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新增4个对韩航点，

每周新增22个对韩航班。国际航班量进一

步提升。

为助力我省打造世界级热门旅游目的

地，近年来，我省持续深耕国际及地区航线建

设，累计新增韩国清州、越南芽庄、俄罗斯伊

尔库茨克、日本茨城等航线；海参崴—长春—

曼谷航线作为东北地区第一条第五航权航

线，成为连接东北亚和东南亚的黄金旅游航

线……越来越多的国外游客通过便捷的航空

通道直抵吉林。

深耕市场：运力引进硕果累累

去年雪博会期间，省文旅厅、省民航机场集

团与长龙航空签署了三方战略合作协议。三方

将在创新“航空+旅游”产业发展模式、积极构建

航线网络、打造区域营销中心、设立运营基地及

分子公司等方面开展战略协同，推动吉林航空

产业做大做强做优。为了展示吉林冰雪魅力，省

文旅厅携手长龙航空策划设计了“第五届吉林

雪博会”主题航班，在GJ8919由杭州前往长春

的航班上进行了精心布置，行李舱、小桌板、座

椅……整个客舱处处以活泼的卡通形式演绎了

吉林冬天的多样玩法。

近年来，省文旅厅先后与国家和各地区

民航管理部门及国内外30余家航空企业进

行积极磋商，在新航线开通、时刻申请、运力

投放、更换大机型、航线推广等方面取得了丰

硕成果。

近年来，我省过夜运力引进相关工作得

到扎实推进。截至2020年夏秋季，长春龙嘉

国际机场得到民航局批复过夜运力达到42

架，创历史新高，连续多个航季运力增幅在东

北四大机场中位居前列。

同频共振：让航线绕着产品转

为了应对疫情冲击，帮助旅游业尽快恢

复活力，2020—2021年雪季开始前，我省启

动冬季旅游市场宣传活动，产生了广泛的影

响力。长白山万达、长白山鲁能等度假区的

雪季客房预订量对比去年同期上升了50%。

各航空公司敏锐捕捉到了这一市场信号。雪

季伊始，杭州、南京、西安、无锡、上海、烟台、

青岛、广州、深圳等地就开通或加密了飞往长

白山的航线。

杨亨涛是广州某旅行社东北区域的业务

总监，他告诉记者，疫情后，南方游客更倾向

于选择环境空旷、空气质量好的旅游目的

地。根据这样的转变，他们与航空公司、旅游

度假区等合作，推出了自由度高、可多样化定

制、服务细致的产品。“我们与航空公司、吉林

市万科松花湖度假区合作，推出了多样化的

冰雪度假产品，以‘机票+酒店’为基础，分为

跟团游、半自由行、精品小团、自由行、滑雪冬

令营等品类。目前，我们已为该度假区输送

了2000多名游客，产品市场反馈良好。”

拉动航空的是游客，拉动游客的是旅游产

品。行业发展和市场需求实际对我省航线开

发工作提出了新要求。“下一步，我们将把围绕

重点产品开发和培育航线作为航线开发的主

要方向，努力形成航旅融合发展新格局。我们

计划和东航合作，推出涵盖‘机+景’‘机+酒’

‘机+车’等业务的‘吉林航旅一票通’产品，利用

航空公司自身和合作的网络销售平台渠道，直

接面向散客消费对象出售，实现一次消费后，

仅凭登机牌就能游遍吉林的特色旅行体验。”

省文旅厅航线办副处长孙磊告诉记者。

畅通空中道路 吉林近在咫尺
——我省航线开发助力旅游产业发展纪实

本报记者 徐慕旗

本报讯（记者聂芳芳）记者近日从全

省住房保障和棚户区改造工作视频会议

获悉，2021年，我省计划改造各类棚户区

1.58万套，计划基本建成0.99万套，计

划完成投资30亿元，计划发放租赁补贴

8.61万户，新筹集公租房1000套。

2020年，全省计划改造各类棚户区

1.8万套，实际开工2.02万套，完成计划

的112.7%；计划基本建成1.38万套，实

际建成 2.1 万套，完成年度计划的

152.1%；计划完成投资40亿元，实际完

成69.4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173.6%；

计划发放公租房保障家庭住房租赁补贴

10.05万户，实际发放10.05万户，完成

年度计划的100%；全省累计筹集公租房

33.33万套，截至2020年底，已分配32.1

万套，分配率96.3%，超额完成国家公租

房分配率90%以上的目标任务。

2021年，全省各地将按照省政府规

定的时间节点目标要求，加快推进各项工

作，确保完成年度任务。关于棚改工作，今

年将重点抓好棚改回迁房规划选址和建

设质量，将充分考虑居民就业、就医、求

学、出行的需要，以原地段和就近地段安

置为主。同时，加快棚改小区配套基础设

施建设，要与主体工程同步规划、同步建

设、同步交付使用。另外，还将落实好建设

单位工程质量首要责任及建设、勘察、设

计、施工、监理项目单位负责人质量负责

制，确保工程质量达到合格标准。

我省今年计划改造各类棚户区1.58万套

本报讯（杨率鑫 记者崔维利）位于四平

新型工业化经济开发区内的中联资源天然气

项目，自今年3月25日施工以来，目前已完成

站房、设备和罩棚基础建设，预计年底完成加

气站建设，2022年12月全部竣工。

据悉，项目由吉林省中联资源有限公司

投资1.3亿元建造，总占地面积6.7万平方

米，主要建设LNG-CNG加气站及其附属设施、

150万立方米LNG储罐4台、日产149.14吨的

天然气LNG液化装置2套、LNG加注站1座，还

有辅助生产用房、综合办公楼及其他附属设

施。

项目建成后，将大大提高四平地区天然

气的综合利用率，实现天然气的生产、储存、

销售一体化，对调整能源结构、推进环保和招

商引资工作具有重要意义。投产后，预计年可

实现产值2.2亿元、利税9000万元。

两个月内走完审批流程、一个多月

建成大部分基础……这个项目的推进可

用“顺畅”来形容，但施工过程中仍有波

折——工地下面有 3 条联通公司的光缆

影响施工。新开区政府得知情况后，积极

与联通公司协调解决。吉林省中联资源有

限公司业务发展部部长刘枫说：“目前已

经达成处理意向，不久后就会移走光缆。

这 3条光缆是主要干线，要想移走非常麻

烦，需要联通公司内部层层上报。多亏新

开区政府积极帮助，事情才顺利解决。”

调 结 构 促 环 保 助 招 商
四平中联资源天然气项目加紧施工

本届消费品博览会上，亮晶晶的吉林矿泉水总能吸引客

商驻足。依托吉林省丰富的矿泉水资源，远道而来的吉林瓶

装水，在椰城海口格外夺人眼球。

“我们卖的不仅是泉阳泉这瓶水，更是向全世界展示吉林

的生态优势。”手拿全新包装的泉阳泉产品，吉林森工泉阳泉

饮品有限公司华南区销售总监曾桂萍对记者说。通过曾桂萍

的介绍，记者了解到，除了水质极好的优势外，此次参展的泉

阳泉矿泉水一改传统的长方体瓶身，流线型设计更加适合抓

握。除了商标正面必要的商品信息展示外，新包装的泉阳泉

还在商标背面体现了长白山的四季风景。

“我们想要借助这瓶好水把吉林省的美好传递给世界。”

把山林间的优质矿泉水打造成为好的消费品，水质优秀

是基础，好的包装和恰当的营销也很必要。紧跟市场需求，踩

上消费升级的“节奏”为市场提供适销对路的产品，才是赢得

市场的关键。消博会现场，吉林企业为消费市场提供了更多

高端饮用水的选项，为中高端消费者提供了更好的选择。

“粉雪世界这款水的水源地在长白山区，水质非常好，属

于低氘水。“谈起企业此次参展的产品，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生

命源饮品有限公司负责人李兴林语气里满是骄傲。此次参

展，他们带来了2.2升装的茶道水和小包装的奶粉水等产品，

不同包装规格的产品水质有差异，适应不同需求的同时，瓶装

水量的不同也迎合不同场景使用量的需求。“新时代了，咱们

推出产品也要多为消费者考虑。消费者需要什么，我们就生

产什么。适应市场、尊重市场，才能赢得市场。”李兴林说。

吉林好水亮相椰城
本报记者 陶连飞 实习生 王添怡

本报讯(记者邹鹏亮）近年来，省交通运输厅深入贯彻落实

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部署，坚持把转作风抓落实作为推进交

通项目建设的重要抓手，千方百计解难题、紧锣密鼓抓推进，以

作风建设的全面提升，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速提质提效。

“十三五”期间，全省交通建设完成投资1330亿元，较“十

二五”增加367亿元、增长38.1%，高速公路建成通车16个项

目1886公里、新增通车里程1677公里，排全国第8位，到2020

年底通车总里程达到4306公里，高速公路“短板”正式补齐。

今年以来，省交通运输厅抓“五化”引领，全面加快了基础设施

建设进度，全部7个高速公路、23个国省干线公路续建项目和

11个农村公路建设项目提前到3月20日就全面复工，4月20

日前集中形成了项目建设热潮，是历年来最早的一年。今年前

4个月，全省交通固定资产完成投资22.4亿元，同比增长71%。

省交通运输厅主要负责人表示，省交通运输厅下一步将

持续抓实抓好作风建设，抓住作风建设“牛鼻子”，把转作风抓

落实作为推进交通项目建设的重要抓手，跑出交通基础设施

建设“加速度”，力争完成更多有效投资，为加快“两确保一率

先”目标当好先行。

省交通运输厅——

抓住作风建设“牛鼻子”
跑出交通建设“加速度”

本报讯（高海峰 记者李婷）4月末出炉

的经济数据显示，吉林市一季度的固定资产

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规模以上服务业

营业收入、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速实现首季“开

门红”。

吉林市为实现“十四五”开好局，在大力

实施“四六四五”战略的基础上，出台若干政

策，多措并举，力促一季度经济平稳较快发

展，全市经济呈现持续恢复、稳定向好、稳中

提质的总体态势。一季度是传统的农业生产

淡季。随着恢复生猪产能政策措施落实，畜牧

业成为带动吉林市一产增长的主要动力，其

中，生猪出栏量同比增长28.2%，牛和家禽出

栏量也均实现较快增长。

作为工业重镇，快速增长的工业经济仍

然是推动吉林市经济上行的主要动力。一季

度，吉林市规模工业完成产值426.6亿元，同

比增长26.3%；完成增加值80.4亿元，同比增

长25.1%。表现尤为突出的石化行业产值增

长22.8%，冶金行业产值增长38.3%，医药行

业产值增长35.8%，农副食品加工行业产值

增长16.6%。在重点大企业中，吉林石化公司

化工产品增产增效超亿元，3月份创企业单

月盈利历史最高水平；吉林化纤集团的产品

销量、销售收入也均创历史最高水平。

吉林市抓住一季度消费旺季的有利时

机，通过 80多场多种形式的促销活动，激

发市场活力，加快市场回暖。全市商贸业实

现零售额 116.1 亿元，同比增长 30.9%；限

额以上商贸业实现零售额36.5亿元，同比

增长43.0%。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是首季经济运行一大

亮点。吉林市项目建设工作安排部署早、启动

早，推进力度大，比常年提前约1个月启动春

季重点项目集中开工活动。3月22日，全市各

县（市）区、开发区集中开工OMG文化旅游度

假区等76个新建续建重点项目，计划总投资

292亿元，年度计划投资84亿元；3月25日在

全省春季项目集中开工之际，又集中开工83

个重点项目。

据统计，加上冬季开工和没停工的项

目，吉林市一季度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0.7

亿元，同比增长28.2%，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6.4个百分点。同时，还通过大力实施产业

链招商，新签约项目114项，到位资金53亿

元，增长155.2%。

吉林市多项经济指标实现“开门红”

5月6日，在成都市东

郊记忆国际艺术展览中

心，吉林建筑科技学院师

生在东北大花布文化传承

与创新工作坊展台展示文

创产品。

5月6日至5月13日，

以“奋斗·创新·奉献”为主

题的全国第六届大学生艺

术展演活动在四川成都启

动。

新华社记者 江宏景 摄

本报5月9日讯（记者邹鹏亮 杨悦）2021年中国自主品

牌博览会作为中国品牌日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线下展览将

于5月10日在上海开幕。记者了解到，我省今年参展的主题

为“吉致吉品”，吉林馆展厅面积达187平方米，设计覆盖了我

省全域重点品牌内容，将有25户品牌企业携吉字号“宝贝”精

彩亮相。

我省展区分为“品牌政策与成就展示”“吉林农产品和食品

品牌展示”“吉林工业品牌展示”以及“吉林服务业品牌展示”4

大板块。同时，展厅加装了特效和特装，凸显4大亮点——

裸眼3D特效。顶棚和4根立柱内侧用LED屏幕拼接，顶

棚造型为“品”字的演化，可全景展示卫星、激光、滑雪、捕鱼、

高铁、汽车等内容，播放效果能够实现裸眼3D特效，打造沉浸

式体验，观众置身其中，带来身临其境的感觉；

三维全息影像。展示物品放在透明材料制成的四面锥体

里，通过表面反射原理，观众能看到自由飘浮的立体影像和图

形，从任意角度看都是三维影像，立体感强，同时配有声音，可

以给观众以新奇、玄妙的视觉冲击；

多点触控展示屏。屏幕上显示企业品牌LOGO，观众通过

触摸互动，点击自己喜欢的企业，就可以通过图文、视频、幻灯

片、音乐、网页等形式进一步了解企业产品和品牌，提高展厅

的科技感；

网络直播。针对不能到展馆现场的观众进行直播，全方位

介绍吉林展馆及品牌，采用留言、分享等互动方式，让观众切身

感受品牌发展带来的喜悦和幸福，推动形成自主品牌消费热

潮，激励企业更加坚定地投身品牌创建，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

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

名品汇集 科技爆棚
中国品牌日活动吉林展馆静候八方来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