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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广袤而美丽的白山松水之间，如何让经济发

展、城市建设与美好环境相得益彰？如何根据生态环

境功能、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社会发展制定管控措施？

今年6月底，为助推吉林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我

省11个地市政府“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实施

意见发布实施。

“三线一单”，是指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

资源利用上线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推进生态环境

保护精细化管理，强化国土空间环境管控，推进绿色

发展高质量发展……随着“三线一单”应用的逐步推

进，我省初步构建起以优先保护、重点管控、一般管控

3类共1115个环境管控单元为载体，差别化实施生态

环境准入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同步搭建了信息

化平台，实现“三线一单”成果落图固化和动态管理。

高位推动高位推动 全省协同全省协同

上下一盘棋协力推动“三线一单”工作

“三线一单”涉及区域发展格局、空间布局、生态

环境保护、资源开发利用等社会经济生活的诸多方

面，是一项综合性极高的复杂工程。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三线一单”工作，将其纳

入深化改革重点任务，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各地、各

部门全力配合相关工作，按分工任务提供了多个层级

包括主体功能区划，产业布局，经济社会、土地利用、

矿产资源、路网建设、地理信息系统、生态保护红线、

水资源利用和管理、农业综合区划分区、开发区现状、

气象资料、人口普查、能源消费相关工作成果，并针对

地方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需求，高效

完成各项保障工作，有力推动编制完成。

省生态环境厅坚持主动作为，组织召开工作推进

会，扎实做好工作部署。全面收集相关资料，在印发

五轮资料收集清单基础上，又组织各相关部门和各市

（州）进行现场资料收集和座谈。开展两轮成果对接，

涉及问题第一时间与地方沟通互动。为做好“三线一

单”与国土空间规划的深入衔接，省生态环境厅还与

省自然资源厅建立了在工作部署、资料收集、要素分

析、指标体系、空间布局、管控措施、信息互通七个方

面的“七协同”和“七统筹”工作机制。

科学规划科学规划 独具特色独具特色

为“三线一单”工作贡献吉林经验

如何在“三线一单”工作中，既贯彻国家要求，又

结合我省特色，贡献吉林经验？

我省组建了由生态环境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为

技术牵头，省环境科学研究院、省国土资源勘测规划

研究院、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等有关部门直属事

业单位院所，吉林大学等高校和第三方机构等16家

技术单位参加的区域环评工作技术团队，同时组建

了在生态环境相关领域、经济发展综合决策等方面

有深入研究和丰富经验的专家团队，负责技术把关

和成果审核。

在编制符合吉林省实际的技术方案的基础上，省

生态环境厅先后组织国家级和省内专家进行两次论

证，并聘请国家及省内专家、相关部门业务人员先后

组织13次研讨和论证，不断打磨完善成果。

管控分区划定过程中，充分考虑东中西“三大板

块”建设不同需求。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制定过程中，

全面结合“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对1115个管控

单元逐个制定了从空间布局约束、污染物排放管控、

环境风险防控到资源利用效率四个维度细化的生态

环境准入清单。

为突出保护好“黑土地”这个耕地中的“大熊猫”，

我省还创新将黑土地保护和利用纳入“三线一单”管

控，在环境管控单元划定过程中将全省17个产粮大县

有机质较高、集中连片的黑土地按一定距离聚合后划

定了黑土地保护区，明确了黑土地保护边界，并针对

提升黑土地质量和保障黑土地面积，分区域分类型制

定了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为保障粮食安全，充分发挥

好全国重要商品粮基地定位夯实了基础。

这些结合省情、独具特色的亮点，直接推动

“三线一单”方案在我省新建区域规划编制、产业

发展和建设项目环境准入方面大展拳脚。作为受

益于“三线一单”应用的长春市农高区，农业园区

负责人张国文对“三线一单”竖起了大拇指，“按照

‘三线一单’管控要求，长春市农高区在规划中落

实了加强黑土地保护的内容，以耕地质量建设和

黑土地保护为重点，进一步优化了产业结构，提高

现代种业、玉米种植业的比重，大力发展玉米生产

性服务业和农业特色服务业，玉米全产业可持续

发展能力全面增强。”

按照“三线一单”规划建设的长春市农高区，充分

落实了吉林省“三线一单”中提出的黑土地保护区坚

持因地制宜，分区施策的管控要求，收效显著。经过

实践，农高区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85%，农药废弃包装

物回收率100%，测土配方施肥覆盖技术覆盖率100%。

示范区优质农产品供给能力大幅提高，绿色优质农产

品比率达到70%。

入法入规入法入规 助推开发助推开发

“三线一单”切实保护地区生态环境

将“规则”落于纸面、将“框子”用于实践，“三线一

单”为服务我省未来经济高质量发展，精密谋划，科学建

设，做好“定规则”和“画框子”的使命。

把“规则”落于纸面，我省将“生态保护红线”“环境

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四项

“三线一单”工作内容，以独立4个条款的形式，分别纳入

《吉林省辽河流域水环境保护条例》和《吉林省生态保护

条例》，进一步明确了我省“三线一单”的法律地位，为全

省开展“三线一单”工作提供法律保障。其中《吉林省生

态保护条例》还明确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

门对其组织编制的国土空间规划也要依法进行环境影

响评价，未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规划审批机关不应

予以审批。

将“框架”用于实践，优化全省产业布局，我省“三线

一单”技术团队承担了汽车产业发展、食品产业发展、石

化产业发展、装备产业发展、冶金建材产业发展等行业

“十四五”规划环评编制工作，将“三线一单”成果落实到

全省各类产业的规划环评中。在全省化工园区认定过

程中将“三线一单”相符性作为重要指标，围绕园区地理

位置、生态环境敏感性、环境质量底线约束性、准入清单

相符性和环境风险可控性等因素对上报的20个化工园

区进行了分析研判。推动全省水资源利用上线，基于

“三线一单”确定指标，调整了部分地市的总用水量和再

生水量。充分衔接“三线一单”成果，推进我省抽水蓄能

选点规划合理布局，对拟选取站点的服务范围、建设时

序提出了建议，并结合水资源上线对站点用水总量、下

方的生态基流量提出了明确要求，充分利用“三线一单”

成果，对全省各地市水资源利用指标进行了优化调整。

在广袤而美丽的白山松水之间，如何让经济发展、城市建设与美好环境相得益彰？如

何根据生态环境功能、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社会发展制定管控措施——

“三线一单”：助推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刘姗姗 通讯员 霍晓

本报讯（陈凤海 隋萌竹）双质量飞轮产品销量较去年

同期增长 997.64%，挠性飞轮产品销量较去年同期增长

37.6%，齿圈产品出口销量较去年同期增长94.8%……这是

东北工业集团吉林大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前8个月交出的

亮眼成绩单。

“我们公司前8个月主营业务收入突破5亿元大关，利

润也比去年同期有大幅度增长，外贸收入更是屡创新高，这

是我们不断调整市场结构，产品转型升级的结果。”公司负责

人高兴地说。该公司是一家专门生产汽车飞轮和齿圈产品

的企业，年初以来，为降低原材料价格上涨给企业带来的不

利影响，该公司采取分类、分时段调整采购价格的策略与供

应商积极沟通，保证供货稳定。同时，眼睛向内，通过制定质

量攻关项目、QC活动、改善工艺流程、基础管理提升等26项重

点工作达到降本增效的目的。截至8月末，该公司实现节创

价值921万元，减缓了原材料价格上涨带来的综合成本压力。

大华公司的产品除热销国内市场外，每年都有产品出

口到欧美等国际市场。为了按时交付国外客户订单，今年

进入1月份，该公司就快马加鞭组织生产，按照排产计划组

织员工进厂加班，15条生产线日夜不停地开足马力拼抢生

产，做到人停机不停。在生产过程中，现场工程师、质量工

程师轮班跟踪作业，设备维修人员更是寸步不离，随时解决

出现的问题。由于该公司的产品质量好、供货及时，国外客

户不断增加订单，仅大众公司需要的269B飞轮产品就增加

2.5万套，同比增长21%。今年前8个月，该公司共发给国外

客户飞轮总成153.7万套、齿圈总成120万套，分别比去年

同期增长35.05%和94.8%，成为拉动该公司收入和利润的又

一个主要增长点。

吉林大华跑出生产“加速度”
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实现双增长

本报讯（记者华泰来）日前，一汽丰田皇冠

陆放在敦煌举办线上上市发布会，推出两驱版

与四驱版共6款车型，车型为大七座SUV，建议

零售价在27.58万元至35.08万元之间。

记者从一汽丰田获悉，上市48小时皇冠

陆放的订单即突破1万辆。一汽丰田汽车销

售有限公司负责人表示：“皇冠品牌不再局限

于轿车，而是升级成为覆盖多品类车型，穿透

用户年龄层，以独有的皇冠级标准，为中国用

户提供更高级、更智能、更尊贵的体验。”

一汽丰田将2021年定义为“全面进入

二次创业新征程”的元年。随着皇冠陆放上

市，丰田皇冠将开启新征程。明年一汽丰田

将冲击年销100万辆目标，皇冠陆放上市将

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里程碑。随着一汽

丰田产品和生产线的改造，一汽丰田将加快

“品牌向上”的步伐，并通过TNGA强化战略、

皇冠品牌焕新战略和新能源战略，持续提升

品牌形象，强化产品布局，满足用户消费升

级和更多元化的需求。

据介绍，皇冠陆放基于TNGA-K平台打

造，将进一步强化一汽丰田的TNGA产品矩

阵，助推一汽丰田品牌向上，全面开启二次

创业新征程，冲击年销百万辆目标。

一汽丰田皇冠陆放上市

本报讯（记者姜景远 邱国强)9月6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

友总会吉林分会在长春龙嘉国际机场举办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21级新生欢送活动，新生和家长共计71人将搭乘南航包机飞往

北京。

活动现场，吉林分会代表对即将步入大学的师弟师妹表示祝

贺，希望他们在大学期间继续勤学善思、努力刻苦，积极参加各种

有益活动，努力成长为栋梁之材。

最动人的是来自老学长的嘱托与叮咛。“举办欢送新生活动，

目的就是通过这种形式传递北航精神，传承北航人的希望。”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校友总会吉林分会会长刘义全说。

“在与师兄师姐们的交流中我收货了满满的‘干货’，让我上了

迈入大学前的第一堂课。”北航2021级新生刘士群收获颇丰。“我

一定要在大学期间努力学习，成为像学长学姐一样优秀的人，为社

会作出贡献。”新生谷香对记者说。

“疫情期间，为方便2021级新生顺利入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校友总会吉林分会积极组织为新生提供多种便利，让师弟师妹们

在踏入大学校园之前，感受来自前辈们的关怀。”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校友总会吉林分会副秘书长李超森说，“以后我们还会发扬这种

互帮互助的精神，为有需要的人提供服务。”

奔赴未来 蓝天逐梦

环卫工人开心地接过工会干部搬

来的一箱箱矿泉水，快递小哥高兴地接

过工会领导送上的“清凉大礼包”，省农

科院育种基地的科研人员在玉米试验

田边收到满载关怀的洗护套装，一线医

务人员在工作岗位上收到贴心的防护

用品……这些都是吉林工会“夏送清

凉”慰问活动的一张张生动剪影。

为进一步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

实，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7

月初至8月末，省总工会发动全省各级

工会结合“普惠服务行动”和“权益保障

行动”，组织开展2021年“夏送清凉”慰

问活动，加大夏日高温环境下对一线职

工的慰问和保障力度。活动总计慰问职

工176349人，慰问物资金额988.78万

元。其中，慰问疫情防控一线职工

27464人，慰问物资金额171万元；慰问

生活困难职工5628人，慰问物资金额

45.83 万元；慰问苦脏累险行业职工

143257人，慰问物资金额771.95万元。

省总工会党组成员分别带领7个慰

问组，到支部联系点开展“夏送清凉”慰

问活动，为坚守在高温一线岗位户外劳

动者送去消暑降温用品，勉励广大一线

职工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

精神，确保安全生产、平安度夏。全省各

级工会高度重视，以工作在疫情防控一

线的干部职工、疫情防控期间生活困难职工、苦脏累险一线岗位职

工等职工群体为重点，有针对性地制定走访方案，为企业和职工送

去实实在在的慰问和关怀。

此次“夏送清凉”活动涵盖医护、科研、园林、矿业、建筑、公安、

环卫等多个行业，也首次将新业态的“八大员”职工群体纳入走访

慰问范围。慰问企业既有大型重点企业，也有小微民营企业；既有

经营状况良好的企业，也有濒临停产半停产的困难企业。结合先

期调研走访情况，各地工会根据不同行业、企业和职工群体的特定

需求，进一步丰富了活动内容。

“送清凉”——满载物资的大卡车、满足广大职工现实需求的

大礼包，承载着工会“娘家人”满满的关爱，送到了广大一线职工的

手中；“送政策”——各地工会借助走访慰问宣传工会帮扶保障政

策，将建档帮扶、大病救助、金秋助学、技能培训、“双创”小额贴息

贷款、互助保障等普惠服务职工项目的具体政策向企业和职工解

读，为疫情期间企业生产经营和职工生活出现的临时性困难提供

有力保障；“送服务”——各地工会依托“工驿站”，配备饮水机、微

波炉、医药箱、血压仪、雨伞、图书等设备和用品，为环卫工人、园林

工人、执勤交警、快递员等户外劳动者提供饮水供给、餐食加热、纳

凉如厕、手机充电、休息阅读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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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带岗 为企引才

本报讯（刘峰）为通化市引才、聚才、留才，支持通化市企业发

展，中国吉林高新人才办（省人才交流开发中心）与通化市人才交

流服务中心，日前联合举办了“吉聚人才”云招聘民营企业人才服

务周“通化市专场活动”。

直播活动邀请企业做客直播间，发布企业人才需求信息，宣传

人才政策2.0版，直播招聘会发布高校毕业生招聘岗位。

通化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主任田忠峰做客直播间，介绍了通

化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的服务职能，就就业创业政策获取渠道、高

校毕业生报到存档、就业见习项目、创业孵化方式等问题做了详细

解答。

企业推介环节邀请了通化安睿特、通化东宝、吉林万通、修正

药业、康元生物、昌源医药、通化石油化工机械、吉林万峰实业公司

等8家企业做客直播间，在直播活动中宣传了企业，发布了人才需

求信息。

为秋收做好电力保障

本报讯（张瀚丞 张文琪）随着秋收的临近，国网松原市城郊供

电公司着重落实“三个到位”，为保证秋粮增产增收提供安全可靠

的电力保障。

一是巡视到位。组织共产党员服务队开展辖区内巡视工作，

巡视分区域、分台区、分线路进行，严格落实巡线、护线责任。二是

排查到位。重点对重要客户、乡村低洼易涝区域的电力设施采用

地毯式排查，对电力线路通道内的建筑物、树木、杆塔设备等进行

仔细查看，对存在的隐患制定治理计划，做好相关资料保存工作，

从发现到治理完毕形成闭环管理。三是宣传到位。秋收期间，机

械在田间进行收割、翻地作业，容易发生机械与线杆、导线发生碰

撞，共产党员服务队深入到田间、市场等场所进行宣传，引导提醒

广大农机驾驶员秋收中正确驾驶农机,避免事故的发生。

按照“三线一单”管控要求，我省以耕地质量建设和黑土地保护为重点，进一步优化了产业结构，提高现代
种业、玉米种植业的比重。图为梨树县万发镇洪影合作社社员们在查看爆裂玉米长势。

常中敏 本报记者 钱文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