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永吉县：
冰雪装备产业园项目完工70%

近日，记者从永吉县获悉，总投资2.5亿元

的永吉经济开发区冰雪装备产业园建设项目进

展顺利，一期工程已完成工程量的70%，预计12

月末竣工并交付使用。

永吉县位于“长吉图”物流通道中间部位，

毗邻万科松花湖度假区、北大湖滑雪旅游度假

区，区位、交通、资源等优势得天独厚。永吉县

委、县政府将冰雪旅游产业作为发展县域经济

的重要抓手，邀请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设计院

编制规划，于 2019 年开工建设冰雪装备产业

园。园区布局为一心、两轴、三区，其中“一心”

为综合配套服务区，包括金融会展中心、综合配

套服务中心、文创中心；“两轴”为冰雪运动装备

和冰雪场地装备两个产业发展轴；“三区”为冰

雪运动装备生产区、冰雪场地装备生产区和综

合配套服务区。

今年4月9日，冰雪装备产业园续建项目开

工，施工单位组织工人开始一期工程标准厂房的

主体施工。目前，A号办公楼钢筋混凝土主体已

经封闭，1、2号厂房钢结构主体完工，其他厂房

和工程正在建设中，计划今年年末完工交付使

用。同时，为保障冰雪装备产业项目落地需求，

永吉经济开发区在工业园区内实施了路网升级、

市政管网改造等工程项目，为园区“筑巢引凤”搭

建平台。

舒兰市：
确定肉牛产业40亿元产值发展目标

作为全国畜牧大县、全省肉牛生产大县，舒

兰市，从去年底至今，在推进肉牛产业发展上动

作频频，努力打造全省优质安全高效肉牛生产加

工基地。

去年，舒兰市实现出栏量17.7万头、产值36

亿元，在全省肉牛产业综合排名第六名和吉林市

地区第一名。今年，他们又确定了实现出栏量

19万头、产值40亿元，全省肉牛产业综合排名前

移和保持吉林地区首位的目标。

近日，记者来到舒兰市大型规模化肉牛养

殖企业舒兰市吉盛养殖场。去年，这个养殖场

育肥牛出栏 200 多头，加工秸秆饲料 2000 多

吨，其中外销500多吨。今年，养殖场已建有2

栋共8000平方米的牛舍、720平方米储料库以

及黄储窖1个、储粪池1个、储尿池1个，拥有

粪污清理和饲料加工等各类机械设备 12台，

育肥牛存栏1200多头；目前还在建1栋牛舍，

预计 8月末建成投入使用。吉盛养殖场负责

人李成志说：“年初，我刚刚得到政府奖励规模

化养殖资金200万元，注册成立了舒兰桂诚秸

秆综合利用有限公司，新购置秸秆捡拾和秸秆

饲料加工设备 7 台，设计年产秸秆饲料 1 万

吨。今年，政府大力扶持肉牛产业，我得抓住

这个机会，扩大养殖规模和标准，提高效益。”

磐石市：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8月竣工投产

日前，记者从磐石市了解到，磐石生活垃

圾焚烧发电项目将于下个月整体竣工并投产。

据了解，该项目由芜湖海螺投资有限公司

投资 6 亿元，于今年 2 月 20 日复工续建。目

前，该项目一期工程主体结构全部封顶，锅炉

安装基本完成，烟气处理设备安装完成70%。

项目投产后，可年处理城市生活垃圾12余

万吨，每年能实现产值约1亿元、利润约2400

万元，缴税800万元至 1000万元，并带动当地

就业50人至80人。

磐石市相关负责人表示，垃圾焚烧厂可缓

解电力紧张矛盾，实现垃圾资源化，减少对环

境的污染，节约土地，有利于加快打造循环生

态，推进绿色发展。

蛟河市：
天益石材产品远销国外

近日，在蛟河天益石材的厂区里，叉车往来

穿梭，销往厄瓜多尔的台面板被整整齐齐地装上

车。而这只是天益石材收到越来越多的国际市

场订单之一。

天益石材是位于蛟河天岗的中国北部（蛟

河）石材循环经济产业园内的石材加工企业。生

产负责人申雪峰介绍，这几天每天销往厄瓜多尔

的石板材有1000多平方米。

天益石材现拥有自动抛光机、电脑切割机、

数控绳锯、红外线异型机等先进的石材生产设

备，年可生产规格板120万平方米以上。他们生

产的石板材为地铁、高铁、机场使用的高标准工

程板，曾广泛应用于成都地铁、上海地铁、大连地

铁、青岛机场、济南机场等地。在国际市场上，他

们的产品已经销往韩国、日本以及南美、北美的

一些国家。

桦甸市：
永盛煤矿成功转型

桦甸市永盛煤矿 ，今年年初果断作出

决定——改行养牛，此举也成为当地转型发

展的一个成功尝试。

目前，永盛煤矿2000头肉牛养殖项目正紧

张施工。

永盛煤矿董事长张福军说：“省市和桦甸都

相继出台推动肉牛产业发展利好政策，点破了蒙

在我们面前的那层窗户纸。发展肉牛养殖，废弃

空置资源就能变成增收致富的新摇篮。”

“早转早主动，晚转就被动。”经过调查研究

和实地考证，永盛煤矿2000头肉牛养殖项目于

今年4月动工建设，计划投资7400万元，新建标

准化圈舍4栋，配套一系列现代化设施。

“未来，我们将坚持开展种养结合、农牧循

环，实现牛粪还田、秸秆回收，努力走出一条绿色

转型发展路。”肉牛养殖项目经理李兆海说。

煤业转农业，转出新希望，也带动当地发展

肉牛养殖产业热潮。上半年，桦甸市6个肉牛产

业重点项目集中开工，吹响了肉牛产业集中建

设、规模发展的号角。通过政策促动、项目拉动、

示范带动，连环“牛”棋引领当地“牛”局步步领

先，桦甸市肉牛养殖产业冲上跨越式发展快车

道。

船营区：
签约项目总投资突破百亿元

年初以来，船营区营商环境全面升级，招商

引资不断取得新成绩，目前累计签约重点招商引

资项目总投资成功突破百亿元大关。

组织领导有力。船营区建立了区领导负总

责的营商环境组织机构，为招商引资和营商环境

建设提供有力支撑。组织选派51名乡（局）级领

导干部包联170户重点企业，实行“保姆式”“上

门式”“管家式”服务。

顶层设计发力。船营区确定了一系列优化

营商环境制度。通过优化集成服务功能，提升企

业入驻便利度；通过优化服务环境，提升企业的

归属感；通过优化市场环境、法治环境及合作机

制等，提升企业获得感和满意度。

政策支持给力。在区政务服务中心，设立

了绿色通道，开通“马上办”窗口，为企业提供

“领办、帮办”服务，协同相关部门解答企业问

题，确保以最便捷程序和最短时间帮助企业答

疑解惑。

配套服务助力。船营区成立了项目服务中

心和企业发展服务中心，为企业提供延时服务、

靠前服务等。延长现有产业链，弥补空白产业

链，截至目前，船营区已累计签约重点招商引资

项目11个，总投资103.45亿元。

昌邑区：
确保经济指标大幅度增长

年初以来，昌邑区力促经济发展，主要经济

指标大幅度增长。前5个月，工业总产值、限额

以上零售额、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同比增长21%、

31%和53.4%。

昌邑区扎实推进建设商贸新业态、拓展消费

新场景，加强同阿里巴巴、抖音等知名电商企业

合作，逐步构筑起“线上+线下、网红经济+传统模

式”协同发展新格局。

昌邑区以“百年东市”升级改造及欧亚商都、

万达广场等商业综合体为发展重点，全面启动

“夜经济”。组织发放专项惠民消费券等活动，刺

激消费热情，活跃消费氛围。

昌邑区落实“保姆式”服务机制。机关干部

深入企业，协调解决企业问题。组织“银企”对接

会，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开展网络招聘活

动，帮助企业成功招聘3000余人。

春耕生产高效完成，10个现代农业产业园

项目建设有序实施。东福米业、老爷岭等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稳定运行，春新、意禾田农场等55

家家庭农场在产学研结合、电商直播等方面成效

显著。

上半年，昌邑区开展招商54次，海尔卡奥斯

智慧能源等9个招商引资项目实现签约，签约金

额24.28亿元，到位资金21.9亿元。

龙潭区：
龙头企业大力发展生态养殖

日前，由吉林棋盘生态农业集团有限公司投

资2.5亿元的雷猪养殖基地开始投资兴建。预

计基地年收入约2000万元，净利润约800万元，

可带动农户收入约700万元。

他们用玉米秸秆发酵制作猪饲料，用发酵床

养猪，养猪产生的肥料还田，为当地秸秆综合利

用开辟出一条新路径。

集团建设的年产10万吨秸秆发酵饲料项

目，预计全年可生产1.5万吨。

今年，棋盘集团继续推进秸秆发酵饲料项目

二期、三期工程。用玉米秸秆生产全价发酵猪饲

料，目前在省内并不多见。

发酵床养殖技术较传统养殖方式更加环

保。养殖场无需再建干湿分离、粪污处理等设

施。绿色肥料全部还田，实现生态循环养殖。

近期，我省出台“秸秆变肉”工程的推进方

案，棋盘集团秸秆发酵饲料项目成为“秸秆变肉”

工程典型项目。接下来，他们还将继续扩大秸秆

深加工产品规模，建设料场、研发中心、中草药饲

料厂等。项目满负荷运行后，每年可消化10万

吨玉米秸秆。

丰满区：
万科松花湖度假区大力推进雪场西扩项目

日前，丰满区召开万科松花湖度假区雪场西

扩项目专题会，研究解决项目推进中的各种问

题，促进项目如期开工建设。

万科松花湖度假区雪场西扩项目是省市重

点推进的冰雪产业项目。度假区自2014年正式

投入运营。随着游客接待量增长，万科松花湖度

假区筹划全面升级，扩建滑雪场，丰富度假业态。

度假区去年11月与吉林市政府签署“西扩

雪场、北拓小镇”冰雪项目合作发展框架协议，新

建项目包括滑雪场、体育公园、五星级酒店等。

雪场西扩项目规划建设雪道约35万平方米

以及飞行营地、水上乐园及停车场等配套设施。

雪场西扩完成后，度假区总雪道面积将超过285

万平方米、雪道总长100公里，全年可接待客流

量200万人次。

万科松花湖度假区升级对“南部宜居宜游引

领区”建设具有强有力的支撑和带动作用。丰满

区对这个项目高度重视，高效推进前期工作，保

项目手续进度、保项目如期开工。

吉林高新区：
亚东新能源项目9月末将竣工投产

日前，在高新南区亚东新能源年产1000套

压力容器等非标设备生产项目现场，记者了解

到，这个项目从3月20号破土动工，目前，地下基

础设施已经全部完成，正在进行厂房和办公楼主

体施工。为了在既定日期达到投产，施工方正在

加紧施工。项目预计9月末竣工投产。

吉林市亚东新能源设备集团有限公司是一

家主要生产制造非标压力容器设备企业，年产

1000套压力容器等非标设备生产项目总投资

4.5亿元，总占地面积7万余平方米，规划建设集

团办公楼2栋、综合楼2栋、车间3栋、车间办公

楼1栋、库房1栋、门卫室及其他附属工程和配套

设施。目前已建设完成工程总量的三分之一。

这个项目建成后，生产的压力容器等设备可

用于吉林市石油化工、精细化工项目建设。

吉林经开区：
化纤1.5万吨碳纤维项目首条碳化线开车

作为吉林省重点打造的中国吉林国家碳纤

维产业园的首个启动项目，也是吉林化纤20万

吨碳纤维全产业链项目中的重点项目。7月15

日，吉林化纤集团15000吨碳纤维项目首条碳化

线历时330天，实现一次开车成功。在吉林国兴

碳纤维公司碳化一车间内，一条条黑色的碳丝在

收丝机上顺利地缠绕成筒，吉林化纤15000吨碳

纤维项目3号线一次开车成功。该项目总投资

24.4亿元，建设6条碳化生产线，主要生产25K

以上大丝束碳纤维。投产后年可实现销售收入

17.6亿元，利税2.1亿元，吉林国兴碳纤维公司

也将成为全国最大的碳纤维生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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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施“ 四 六 四 五 ”发 展 战 略

吉林市跑出振兴发展“加速度”
本报记者 李婷 姜岸松

写在前面：
日前，备受关注的《吉林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四个五年规划纲要》，经吉林市十六届人大六次会议审议
批准，正式公布实施。江城吉林从此正式启航经济建设
和社会发展的新征程！

《纲要》的核心内容是“四六四五”发展战略，即城市
发展“四个定位”、发展“六大产业集群”、建设“中心城市
四大板块”和打造“五个县域经济增长极”。

宏图早已在胸，奋斗争分夺秒。上半年，尤为可喜
的是，吉林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连续4个月位列全省
第一，规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连续3个月位列全省
第一，全市经济始终保持快速增长态势。

工业生产增长强劲。今年前5个月，全市完成规模工
业总产值725.6亿元，增长40.3%，居全省第2位。完成规模
工业增加值136.1亿元，增长26.6%，居全省第1位。工业十
大行业中，除能源和医疗行业外，其他行业产值增速均超过
10%。

服务业加快恢复。全市129户规上服务业企业完成营
业收入 36.9 亿元，增长 42.6%，增速继续保持全省首位；通
过组织两轮消费券促销活动，消费市场快速回暖，限额以
上零售额实现 63.3 亿元，增长 39.8%；全市累计接待游客
2555.72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417.41亿元，分别增长122%
和174%。

农业生产稳步提高。春耕生产全面完成，粮食作物播

种1030.2万亩。生猪存栏量、累计出栏量分别增长
36.6%和24.6%。肉牛存栏量、累计出栏量分别增长
22.9%和19.1%。

投资保持快速增长。全市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90.6亿元，增长38.4%，增速继续保持全省首位。通过
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开复工投资5000万元以上项
目达到321项。其中，5月当月开复工60项。招商引资
到位资金190.4亿元，增长131.9%，新签约招商引资项目
180项，投资额1067.5亿元。

在“十四五”开局之年，吉林市大胆解放思想，坚持规
划引领，创新工作举措，跑出振兴发展的“加速度”，并用过
硬的数据，为上半年交出了一份满意答卷。

亚东新能源年产1000套压力容器项目厂房
已建成

春季项目集中开工现场

磐石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现场

舒兰市吉盛养殖场

天益石材的生产车间，工人正在加工石材。

万达广场商业综合体项目

吉林棋盘生态农业集团雷猪
养殖基地

万科松花湖度假区

冰雪装备产业园项目建设现场

吉林化纤1.5万吨碳纤维项目首条碳化线

永盛煤矿 2000 头肉牛养殖项目建设现
场，工人们在紧张施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