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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海 扬 帆 启 新 程
—— 来 自 白 山 市 项 目 建 设 的 报 道
蔡冲春 宋莉薪 本报记者 王春宝

茫茫林海深处，
传出阵阵机械的轰鸣，
打破
了山林的寂静；
滔滔江水之滨，
矗立座座高大的
塔吊 ，奏响了加快建设的号角 ；一柱一石、一砖
一瓦，
垒起一座座现代化的厂房，
涌动着不竭的
发展动力……初秋时节 ，白山大地依然是郁郁
葱葱。山风微凉，
却吹不走项目建设的热潮。
白山市始终把项目建设作为振兴之本 ，坚
持工厂化思维谋划项目、系统化思维推进项目，
以投资扩大总量、优化结构 ，以项目积聚能量、
积蓄后劲，
全面打响项目建设攻坚战、项目服务
立体战、项目谋划持久战、项目督促保卫战 ，全
力推动绿色转型高质量发展全面振兴。截至 8
月末 ，录入全市“两重五化”管理平台 500 万元
以上项目 591 个，
较年初增加 278 个。已开复工
项 目 565 个 ，开 复 工 率 180.5% ，年 度 完 成 投 资
136.9 亿元 ，完成年度计划的 73.4% ，创历年最
高水平。

完善机制 立体服务
打响项目建设攻坚战
初秋时节 ，天高云淡。白山市江源区正岔
街道立新村边的山腰上，
矗立起高大的厂房，
吉
林源翔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16 万套祖代鸡养殖
项目正在加紧建设，
孵化车间基础建设已完成，
等待封顶。养殖车间准备就绪 ，即将进入生产
环节。该项目占地 213 亩，
建设 4 座 4 万套祖代
鸡标准化种鸡场 ，将打造集种鸡繁育、孵化、饲
料加工、有机肥加工于一体的综合养殖基地。
酒店、剧场、创意小铺、休闲餐饮……随着
工 程 的 建 设 ，图 上 的 规 划 正 一 点 点 被 变 成 现
实。为迎接“高铁时代”的到来 ，长白山国际冰
雪旅游小镇——抚松县松江河镇以高铁站为
重要节点 ，集合商业、旅游、交通枢纽功能 ，谋
划建设旅游接待区项目。该项目的实施 ，将积
极推动松江河镇及其周边区域旅游资源的开
发与利用 ，推进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和培植新的
经济增长点 ，实现旅游产业由规模型向效益型
转变。
完善项目推进机制。白山市实行项目责任
制 ，强化领导项目包保 ，成立重大项目专班 ，定
期调度、现场办公，
急事急办、特事特办，
保证项
目建设进度。实行项目保障制 ，深化行政审批
制度改革，
对重大项目手续办理采取倒计时、限
时办结 ，打造项目建设“绿色通道”。实行项目
跟踪制 ，对重大项目进行任务分解 ，明确责任、
目标、时限，
跟踪服务项目落实。实行项目储备
制 ，发挥资源潜力 ，立足政策导向 ，促进产业升
级，
谋划一批、建设一批、投产一批，
实现接续发
展。
立体服务 ，加快建设。该市采取“项目中
心+行长、项目中心+企业、项目中心+秘书”等方
式 ，对项目建设进行全链条服务。每月对全市
500 万元以上建设项目进行融资需求调度，
向全
市 19 家商业银行和地方金融机构推介全市项
目资金需求情况，
化解融资难题。按照《关于实
行白山市重大项目容缺受理服务的实施意见
（试行）》的通知要求 ，市项目中心提请召开“项
目容缺”专题会议 34 次 ，受理容缺重大项目 54
项 ，确保了项目建设进程。项目秘书认真梳理
项目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协调解决问题 62
项，
全力推进项目建设。
注入新动力 ，增添新活力。白山市深入践

行“两山”理论 ，绿色生态项目持续优化。全市
500 万元以上旅游、康养、中医药、绿色食品、矿
泉水、硅藻土等绿色生态项目 239 个。生态产
业多样化逐步形成。各地立足资源禀赋 ，发展
特色产业 ，推进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 ，全市
参、菌、药、牧、果、蜂、畜、水等地域特色资源产
业项目开复工 165 个。

项目为根 招商为本
打响项目谋划持久战
汽车一路急行，
还没进入抚松工业园区，
便
听到阵阵机械的轰鸣。向西穿过高大的树林 ，
一幅壮观的施工景象展现在眼前。30 多万平方
米的土地上 ，各种工程车辆往来穿梭 ，平整土
地、开挖基础、打桩吊装……总投资 8.9 亿元的
食药纳米产业园区标准化厂房及配套基础设施
建设工程项目正在加紧施工。该项目将积极促
进高科技成果转化，
有力地推动白山市、抚松县
食品加工 、健康产业的发展。这是个“筑巢引
凤”项目 ，刚开始施工 ，就吸引了相关企业的关
注，
有的直接选定了厂房。
还是在抚松工业园区 ，路东则是另一番景

白山市文体中心项目（一期）施工现场。
来、后劲十足的重大产业项目；
围绕推进经济转
型 ，实施一批突出生态特色、发挥资源潜力、低
碳环保的“绿色经济”项目；
围绕改善民生，
实施
一批惠民项目，
进一步明确投资方向，
优化投资
结构，
提高投资效率，
增强持续发展的动力和后
劲。
创新模式，
谋划项目。该市以“两重五化”项

抚松人参
“研产仓销”
服务综合体项目正在安装生产设备。
象。人参“研产仓销”服务综合体项目已经完成
厂房建设，
工人们正在安装调试洗参、烘干等生
产设备。这是个强强联合的项目 ，由当地两家
人参企业携手建设。一家负责联络人参种植
户 ，提供源源不断的货源。一家负责加工与销
售，
提高人参的附加值。强强联合将实现“1+1>
2”的效果 ，还将极大地促进抚松人参产业的发
展，
推动人参产业加快振兴。
项目为根、招商为本。白山市深刻认识发
展是第一要务、转型是第一使命、招商是第一抓
手、项目是第一支撑。牢固树立大抓项目、抓大
项目 ，强招商、招强商的鲜明导向 ，以狠抓招商
引资的实际行动和项目建设的实际成效 ，走出
一条绿色转型新路 ，努力打造全省东部新的经
济增长极。
牢牢把握投资方向。认真研究国家产业政
策和投资导向，
坚持科学规划产业布局，
科学设
置准入门槛 ，科学确定投资强度。围绕打造具
有世界眼光和东北特色生态城市 ，实施一批基
础设施建设、对外通道建设和城镇化建设项目；
围绕发展绿色产业，
实施一批牵动全局、决定未

药谷”初见雏形。该园区已协议引进吉林明泉
药业有限公司功能性食品及中药配方颗粒、中
药饮品研发生产项目，
大连北国食药中药提取、
名森制药整体迁移项目 ，白山鑫农高科有限公
司甲壳素产业园、微生态产业园项目入驻。
优化产业布局、释放发展潜能。白山市始
终把产业升级作为主攻方向，
坚持生态产业化、
产业生态化 ，形成多点支撑、多业并举、多元发
展的绿色产业格局。
大力发展绿色食品产业。全力发展“围水
产业”，布局“全产业链”水产业 ，打造中国矿泉
水产业“第一品牌”。加快建设人参、山野菜、山
珍野果、食药用菌等特种植物和符合国家野生
动物保护要求的特种经济动物加工生产基地 ，
打响长白山原生态、无公害高端品牌。利用林
矿产业转型发展契机 ，建设全省肉牛养殖试点
工程，
打造具有东部山区特色的肉牛品牌。
大力发展医药健康产业。依托长白山道地
医药资源和生态资源优势，
深度融入“长辽梅通
白延医药健康产业走廊”。发挥人参产业龙头
地位，
大力实施“人参产业振兴工程”，
建设国家
级长白山人参种源保护基地和种子库 ，推进高
品质人参产业基地建设 ，引进战略投资组建人
参产业发展“国家队”，
统筹东北区域资源，
打造
民族品牌 ，掌握市场话语权 ；支持产学研合作 ，

系，
打造长白山北药生产基地。
大力发展生态旅游产业。围绕“长通白延
吉长避暑休闲冰雪旅游大环线”，
发挥白山地处
长白山腹地优势 ，加强区域合作 ，共同打响“长
白山”旅游品牌。深度开发鸭绿江、松花江旅游
资源，
打造沿鸭绿江、松花江特色旅游品牌。大
力发展红色旅游和乡村旅游，
建设一批生态、冰
雪、康养、边境、特色农业等精品旅游小镇，
推动
旅游与文体、康养等融合发展。抓住 2022 年北
京冬奥会契机，
突出发展冰雪经济和避暑旅游，
构建以自然生态为主题、绿色山水为主线、民族
风情为特色、红色文化为基因、地域文化为底蕴
的全域旅游新格局 ，把白山打造成生态旅游大
市、冰雪旅游强市、避暑养生名市、边境旅游示
范市和长白山旅游集散中心。
大力发展硅藻土产业。积极引进战略投资
整合域内硅藻土资源，
设立硅藻土研究院，
促进
硅藻土产业提档升级 ，打造世界级硅藻土全产
业链示范区。研究设立硅藻土产业发展专项资
金 ，加快硅藻土行业发展研究、产业发展规划、
转型升级项目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推进完善
行业标准和质量检测体系。设立省级硅藻土产
业开发区，
打造国家级矿产新材料产业集聚区，
建设亚洲硅藻土之都。
大力发展长白山文化产业。加快对长白山
文化资源的“物化”
“活化”进程 ，建设长白山文
化传播平台，
提高长白山文化在学界、文化界和
公众中的影响力。大力挖掘、传承并弘扬长白
山特有的绿色文化、红色文化以及历史文化，
积
极培育文化创意、影视创作等新型文化业态，
创
建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和示范企业。
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围绕打造现代服务
业发展高地 ，实施服务业培育提升三年行动计
划 ，发展现代冷链物流、通用航空、类金融等产
业。积极探索在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
技术应用过程中先行示范 ，推广相关应用落地
使用。积极培育发展线上销售、线上教育、线上
医疗等新兴产业，
提升服务业数字化、智能化水
平。
推动传统优势产业改造升级。稳定发展林
木加工业，
利用域内外林木资源，
开展林木产品
的深加工 ，大力发展节能、环保、废物综合利用

省道 S205 石通线张家村道口平改立项目正加紧施工。
目管理平台为依托，
采取“项目中心+招商、项目
中心+平台、项目中心+谋划”的方式不断充实项
目储备库。截至目前，
全市“两重五化”管理平台
谋划项目 132 个，
总投资 992.6 亿元。按照《白山
市 2021 年市级领导包保重点产业园区工作方
案》要求，
在投身招商、
关心招商、
支持招商、
扩大
招商的浓厚氛围影响下，
全市 28 个园区总投资
1639.1 亿元，
正在逐步开工建设。

多点支撑 多业并举
构建绿色产业新格局

抚松工业园区食药纳米产业园标准化厂房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现场鸟瞰。

三面青山环绕 ，水质清澈的三道沟河缓缓
流过。农夫山泉临江长白山饮用水有限公司年
产 119 万吨饮用天然水生产线项目正在加紧建
设，
推土机轰鸣作响，
忙着回填地基。
“这个项目
是二期工程 ，一方面 ，是临江的水好 ，能满足公
司对水质的要求，
另一方面，
是产品在东北的需
求量逐年增加，
想通过临江的优质水源，
把品牌
效益放射出去。
”公司项目建设负责人对项目的
未来前景充满信心。
寂静的山林里 ，不时传来鸟鸣。位于白山
市浑江区六道江镇的医药高新产业园内 ，一幢
幢厂房拔地而起，
引进域外医药产业、中草药提
取、中成药、生物制剂等相关企业的“长白山医

白山市医药高新产业园起步区（一期）厂区建设现场。
开展新产品科技研发，
提升精深加工能力；
支持
部省共建国家级长白山人参专业市场优化升
级 ，建设国际化价格形成中心、产业信息中心、
科技交流中心、物流集散中心和会展贸易中心，
全力打造世界人参之都。引进一批高端医疗康
养机构 ，建设全国著名康养胜地。加快长白山
道地药材集散中心建设 ，促进医药产业向高端
化、高质化集群发展 ，构建中药饮片、天然植物
药、中成药、化学药和生物制剂为主体的产业体

型的再生木制品，
促进产品升级换代，
提升市场
竞争实力。优化发展煤化工产业 ，支持煤矿企
业技改提能，
不断提升终端产品比重，
延伸产业
链条 ，吃干榨尽资源 ，实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巩固发展黑色金属采选业，
加强绿色矿山建设，
推广应用新采法、新技术、新工艺 ，夯实全省铁
矿石生产基地的地位。
厚植“绿水青山”，
铸就“金山银山”。项目建设
的热潮，
正在推动白山向着生态强市阔步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