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张敬源）今年，敦化市围绕建设绿色转型创

新发展示范区，坚持“抓住机遇、快速反应、一紧再紧、事在人

为”的理念，聚焦重大产业项目和新基建“761”工程，以大项目

带动大投入、促进大发展，截至目前，全市项目进展顺利，上半

年，所有续建项目全部复工，新开工项目21个，开复工率73%。

上半年，敦化市牢牢扭住项目建设这个牛鼻子，把项目

建设作为全市经济发展的压舱石，抢抓机遇上项目。爱斯特

农机综合产业园项目是今年新开工项目之一，总投资5000万

元，占地面积6000平方米，年生产产品2000台，年产值5000

万元，增加税收150万元。项目计划建设综合大楼，生产车间

等。新厂房计划生产农业机械500台，产值1500万元，项目

自正式开工建设以来，进展顺利，目前正在进行钢结构施工，

预计9月底完成厂房主体工程。

2021年，敦化市坚持发展第一要务，落实延边州委“产业

强州”战略，大力推进项目建设和实体经济发展。全年确定

实施5000万元以上项目82个，总投资424亿元，其中10亿元

以上10个、亿元以上55个；涉及续建项目33个、新开工项目

49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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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上，友爱互助，亲如一家。

工作中，团结一致，共谋发展。

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在延边大地，各族

群众心手相牵，共同团结奋斗，携手前行，繁荣发展，精心浇

灌着各民族间的团结之花，谱写了一曲曲民族团结的赞歌。

28年奋战在医疗战线，28年忘情工作，28年全心奉献，

汪清县人民医院党委书记朴梨花是民族团结的有力执行

者、忠实践行者。

“我们是人民的党员干部，民族团结是我们的一项重要

工作，作为县域龙头医疗单位，我们要处处讲团结，事事讲

团结。”朴梨花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2016年，脱贫攻坚工作开展后，为缓解村民看病难，她

组织医疗队为村民免费体检；组织文艺队为村民演出，入户

宣讲扶贫政策，入村时她都为驻村队员带来朝鲜族美食。

汉族贫困孩子小园杰患有先天性马蹄内翻足，父亲聋

哑，母亲患病离家，小园杰非常渴望能像正常孩子一样走

路，看着小女孩祈盼的眼神，朴梨花协调医院聘请韩国和吉

大骨科专家联合免费为小园杰做了矫治手术，募集善款2万

余元,手术后笑容回到了这个小姑娘的脸上，朴梨花十分欣

慰。

汪清县人民医院有医护人员近300余名，是由汉族、朝

鲜族、满族、回族等组成。作为领头人，朴梨花坚持以病人

为中心的服务理念，认真执行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把做好

民族团结工作贯穿在工作始终，齐心协力为汪清人民身体

健康保驾护航，开创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局面。

龙井市三合镇三合村是一个典型的朝鲜族聚居村，朝

鲜族人口约占全村人口的98%。

作为村党支部书记，刘加胜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中，首先

把维护稳定、民族团结工作放在首位，经常同朝鲜族村民进

行沟通、交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敢当重任，努力

提高村干部、党员群众维护民族团结的自觉性。

从担任村书记的第一天起，刘加胜坚持把村民的事当

成自己的事：村民方哲成等6户年过六旬的朝鲜族老人没有

经济来源，生活困难，刘加胜积极帮助他们申报低保，补齐

各种相关手续，享受低保待遇；去年冬天，村民金长寿与老

伴年近七旬，家里没柴烧，他就组织村干部上山捡柴送上

门；62岁的村民曲秀华不慎摔倒，造成腰部骨折。刘加胜闻

讯后，立刻开车到镇医院把医生接到她家为其诊治……

刘加胜是汉族，妻子是朝鲜族。为了更好地和村民沟

通，他时常向妻子请教，学习朝鲜语，虽然还不能用朝鲜语

流利地表达，但基本能够听得懂，跟村民的关系也更亲近

了。

“孙主任服务态度好、热心肠。”“她自学朝鲜语，为我们

做翻译，到社区办事也方便。”在和龙市文化街道文兴社区，

每当提起社区党总支书记兼居委会主任孙秀荣，居民们无

人不竖起大拇指，对她连连称赞。

文兴社区有63%的少数民族，是典型的少数民族社区。

多年来，孙秀荣通过举办培训班、召开座谈会的形式组织社

区干群学习《民族区域自治法》等；利用板报、悬挂横幅等多

种形式，使民族团结教育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让辖区内处

处体现出“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氛围；成立夕阳朝鲜语诵读

队、朝汉老年文艺队……一项项具有民族特色的举措，加强

了文兴社区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融洽了各

民族关系，深化各民族情感。

孙秀荣在点点滴滴的实际行动中赢得各民族群众的

心，在平凡中造就着不平凡，用实际行动让民族团结之花在

社区各族群众心中常开。

“我国有56个民族，民族团结，国家才能安定，经济才能

发展。”安图县石门镇榆树川村村委会主任韩哲钟将民族团

结进步工作时刻记挂在心间，推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发展

进步是他执着的追求。

身为朝鲜族的韩哲钟在只有20%的汉族村屯里与大家

相处得十分融洽，各族村民在遇到困难时，他都会伸出援

手，给予帮助：备耕时节，村民需要购买种子、化肥等，资金

紧张，韩哲钟为他们提供担保，甚至垫钱支付；村集体企业

有朝鲜族、苗族、彝族等6个民族，考虑到民族饮食习惯不

同，韩哲钟招聘2名会做云南菜的厨师；一有时间他就挨家

走访，倾听各族群众的呼声。有时候，相关政策、法规等朝

鲜族老人理解不了，韩哲钟就找专人翻译。

如今，每逢“8·15朝鲜族老人节”“9·3州庆”等重要节

日，广场上随处可见各族村民们在尽情地跳舞、歌唱、做游

戏，大家心手相牵，一朵朵团结之花盛开在每个人的心间。

辖区内生长的22604株名木古树得到有效保护，其中

树龄3000年的东北红豆杉和350年的美人松，被评为“中国

最美古树”；

建立天桥岭森林资源管护、珲春东北虎监护等9个森

林资源监测管护系统，构建信息协同共享平台与“天地空一

体化”监测网络体系；

以长白山森工集团所辖重点国有林区为核心建设的东

北虎豹国家公园，成为了美丽中国的新地标……

逐“绿”而行，因“绿”而兴。十三五期间，长白山森工集

团在保护中谋发展，在发展中促保护，把生态优势转变成经

济优势，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生态答卷。

用严格制度严密法治
守护绿水青山

牢牢守住“不让一寸林地流失”这条红线和“对林业有

损失的事情一件也不能办”这条底线，长白山森工集团切实

用制度守护好绿水青山。近年来，未发生未批先占、少批多

占、不批乱占等现象，开创了资源监管最严的历史。

强化森林管护与资源监测数字化建设，全面推进“互联

网+林业”服务平台建设，健全森林资源保护责任制度，实现

国有林区“河长制”全覆盖。着力加强森林经营与质量提升，

建设红松嫁接示范林和东北红豆杉物种基因保存示范林。

严格执行森林防火责任制，建立协同联动机制，强化应急处

置能力，实现连续40年无重大森林火灾。不断加大林业有

害生物防治力度，监测覆盖率99.96%，有力保证了森林资源

和国土生态安全。

用科学方式创新模式
构建和谐家园

延边重点国有林区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生物多样

性，使辖区内野生动物种群得到快速恢复。长白山森工集

团先后建立国家、省级自然保护区8个，持续开展野生动物

保护专项行动。

创新实行网络化管理模式，开展清山清套反盗猎专项

行动和人工补饲工作，为野生动物打造优质的生存空间，更

为东北虎、豹向内陆迁徙、扩散构筑了一条天然的生态廊

道。据监测结果显示，延边林区发现至少27只东北虎、42

只东北豹，数量超过已报道的俄罗斯境内残存东北虎、豹的

总数，并多次监测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原麝、梅花鹿等众多

珍稀濒危物种。

森林体验国家重点建设基地、全国森林康养试点建设

基地、“中国最美森林”和“中国森林氧吧”等一批国家级荣

誉称号纷纷在这里“落户”。

用坚定意志踏实步伐
推进产业发展

利用粉雪资源和世界三大矿泉水源地的优势，长白山

森工集团构建了以森林旅游为龙头，以森林矿泉水为重点，

以林下特色经济为主体的三大“山水”产业格局。

深入挖掘辖区内丰富的森林、湖泊、草原、湿地、峡谷资

源，推出仙峰雪岭、兰家大峡谷等一批森林旅游项目；共勘

探达到饮用矿泉水价值标准的矿源8处，吸引康乃尔、圣封

等大型矿泉水项目纷纷落地；重点发展红松果林、林下参、

中药材等林下经济特色产业。“十三五”期间，长白山森工集

团建设旅游及相关产业项目33个，累计投资16.99亿元，森

林旅游接待游客量达到 300余万人次，年平均增长率达

27.6%。规划建设长白山森工矿泉水产业园区，占地50公

顷，计划产能470万吨，总投资34.5亿元。累计实现林下经

济产值59.86亿元，同比“十二五”增长7.8%。

用规范管理高效举措
提升治理水平

“十三五”时期，长白山森工集团企业管理向精细化、

科学化、制度化转变，经营行为、管理水平、企业效益等向

现代化发展。

制定企业经营风险防范制度5项，制修订计划投资、

财务预算等管理办法16项。持续实施“四压缩、两提升”

工作举措，累计实现增收节支及活化资金达18亿元。强

化内控体系建设，推进企业法治建设，全面建立绩效考核

评价机制，实现考核评价和激励约束全覆盖。

“十三五”期间，长白山森工集团林业产业总产值350

亿元，实现营业收入40.9亿元。坚守林业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不外包、用工不外委和“敞开出口、关闭入口”三条红

线，确保林区3万余名职工就业稳定、收入稳定、人心稳

定。

守护绿水青山,打造金山银山。长白山森工集团坚定

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在生态延边、美丽中国

的画卷上挥毫续写，用心描绘。

在汪清县有一个特殊的社

区矛盾调解室，它设立在派出所

院内，这是大川街道开创社会综

合治理的新模式——“枫桥驿

站”。9月13日，记者走进“枫桥

驿站”，房间内设有舒适的沙发，

前面茶几上烧着热茶，书柜中摆

放着琳琅满目的书籍，墙上悬挂

着“一团和气”的字画，一改往日

的刻板印象，如进自家客厅般舒

适。

“群众一旦发生了矛盾纠

纷，便可走进‘枫桥驿站’，坐在

矛盾调解室的沙发上，驿站民

警、大川街道社区、司法所工作

人员、律师等人就会出面调解群

众的矛盾纠纷，让群众心中的

苦、生活的难，有处诉、有人解。”

汪清县大川街道党工委书记李

芳告诉记者。大川街道辖区人

口基数大，又是汪清的商业中

心，社会矛盾纠纷呈现多样性、

复杂性等诸多不利于发展的形

势，原有的调解体系、调处机制

已不能满足时代发展的需要。

2020年，大川街道党委联合

辖区派出所，将废弃仓库改造，

探索创立了“枫桥驿站”。“将驿

站设在辖区派出所院内，不仅具

有权威性，还有群众对公安民警

的信任感，同时对产生矛盾的双

方也具有一定的约束力及震慑

力，能更好地放平心态，解决问

题。”李芳说。

“枫桥驿站”采用“人民调

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等多元

化预防调处机制，既能发挥“三

调联动”各自独特的作用，又有

机衔接、紧密发动社会力量，排

查、调处、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从“撇嘴愁”到“咧嘴笑”，把

烦心事变成暖心事，大川街道将

老百姓的烦心事作为社区改革

的突破点，“枫桥驿站”的设立实

现了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

服务不缺位，切切实实地将实事

做到了居民的心坎上。

本报讯（记者代黎黎）年初以来，延边州市场监管

局以“三个强化”举措，积极推动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

为企业，大力推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截至8月末，

全州新增“个转企”408户，同比增长85.45%，完成省级

年度目标任务的104.62%。

强化高位推进。延边州市场监管局将全年“个转

企”培育目标任务进行分解，推动各成员单位和县（市）

早安排、早落实、早推进。针对重点工作环节，进行周

密部署安排，加强协调统筹，保障“个转企”工作有序推

进。各相关部门采取监管走访、上门宣讲、“面对面”交

流、“一对一”沟通等方式，大力宣传“个转企”优惠政

策，把省、州出台的优惠政策讲清说透，提升“个转企”

社会知晓度。

强化培育储备。延边州市场监管局扩大培育引导

范围，将经营分店、种养殖大户、民间匠人、手工艺人等

个体工商户群体，纳入“个转企”培育库，重点培育指

导，有序推进转型升级。行政审批部门通过优化审批

服务，建立绿色通道，压缩办结时限，推动职能部门协

同受理审批，对“个转企”办理实行全流程、全方位指导

服务，确保“个转企”申办流程畅通高效。

强化政策落实。大力推进“个转企”优惠政策落

实，持续支持鼓励民营经济提档升级，延边州市场监管

局积极兑现正常经营满一年（无违法经营行为）“个转

企”企业奖励资金，有效增强“个转企”经营者的获得

感。截至目前，全州已兑现“个转企”奖励资金12.2万

元，惠及转型企业61户。该局还采取多种方式，广泛宣

传推介“吉企银通”融资平台，最大限度为“个转企”企

业提供融资服务。

边 疆 团 结 花 盛 开
——延 边 州 各 族 群 众 心 手 相 牵 同 筑 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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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 424 亿元

敦 化 市 项 目 建 设 持 续 发 力

延边州新增
“个转企”408户

9 月 13 日，延边边
境管理支队前哨边境
检查站召开中秋节前
廉政教育会议。站支
部书记蒋衍冰带领民
警们学习了党风廉政
建设相关文件，通报了
近期违法违纪典型案
例，全体民警还观看了

《正风反腐正当时》系
列警示教育片。

彭春晓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