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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一主六双”加快吉林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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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版

本报10月28日讯（记者黄鹭 于小
博）今天，吉林省“陆上风光三峡”工程全

面建设启动仪式在白城通榆吉西基地鲁

固直流140万千瓦外送项目现场举行。

省委书记景俊海宣布启动。省委副书记、

省长韩俊讲话。

近年来，通榆县按照“一主六双”高质

量发展战略部署，吸引了一批新能源装备

制造企业聚集落户，风力发电机主机、叶

片、塔筒等零部件实现本地化生产，形成

了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景俊海、韩俊一

起到三一风电智能制造产业园、东方电气

新能源装备制造、远景智能风机装备制

造、凡瑞重工新能源装备制造、水发电力

装备产业园、加亿（天能重工）风电塔筒制

造等项目现场，实地踏察进展情况。景俊

海要求紧盯风机装备核心零部件和关键

技术，精准招商、精确补链、精心延链，扩

大产业规模、放大集聚效应，更好提升产

业链供应链韧性。要创造更多就业岗

位，开展相关职业技能培训，促进群众就

近就地就业、持续增加收入。景俊海鼓

励相关企业加强对接合作，共建共享、相

互配套、集群发展，携手融入吉林零碳新

工业体系，共同打造千亿级规模新能源

装备制造产业。

“陆上风光三峡”工程主体区域覆盖

白城、松原及四平双辽，到2025年，工程

新能源装机容量将达到3000万千瓦，年

发电量达到800亿千瓦时，累计总投资

1850亿元。景俊海、韩俊详细了解工程

总体布局、电源建设、产业链条、本地消纳

等情况。景俊海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聚焦碳达峰碳中

和目标，加快推进“陆上风光三峡”工程建

设，着力打造国家级清洁能源生产基地，

为新时代吉林振兴发展注入更多绿色动

能。

韩俊在讲话时强调，我省发展新能源

产业潜力巨大，抢抓“双碳机遇”，建设“陆

上风光三峡”工程，打造国家级清洁能源

生产基地，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和“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战略

的重大实践，是实施“一主六双”高质量发

展战略、推进生态强省建设的重要抓手，

是构建多点支撑、多业并举、多元发展产

业格局的重大支撑。要统筹全省丰富的

风光水资源，加快实施“陆上风光三峡”、

东部抽水蓄能等工程，努力将资源优势转

化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和发展优势。要

推进“吉电南送”特高压通道建设，加快建

设“绿电”园区，积极发展新能源制氢，提

升本地消纳能力。要进一步完善政策，加

大招商引资力度，推动清洁能源生产、装

备制造、服务配套等项目落地，全面提升

新能源全产业链发展水平。各地各部门

要靠前抓服务、抓落实，推进工程早竣工、

早投产、早见效。项目单位、施工单位和

广大建设者们要发扬工匠精神，树立精品

意识，坚持安全第一，挂图作战、攻坚克

难，为高标准、高效率、高质量推进工程建

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省能源局和白城市负责同志在主会

场汇报工程项目进展情况。四平市、松原

市负责同志在分会场通过连线进行汇报。

吴靖平主持启动仪式。胡家福、张

忠、李伟、安桂武参加启动仪式。

吉林省“陆上风光三峡”工程全面建设正式启动
景俊海宣布启动 韩俊讲话

本报10月 28 日讯（记者徐慕
旗）跨越 9、10两个消费旺月,历时

40天的首届吉林“98消费节”圆满落

下帷幕。今天，记者从活动总结会

上了解到，本次消费节促销力度空

前，共计发放消费券9405万元（已使

用7261万元），促销成果显著，累计

销售额超过40亿元。活动极大促进

了我省消费回补和潜力释放，为推

动消费扩容提质注入了新的强劲动

力。从我省社零额增幅看，9月份当

月全省限上社零额增速6.8%，全国

排名第8位。1至9月限上社零额增

速20.2%，连续四个月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

本次消费节高位统筹到位，在空

间上覆盖了市县城乡，渠道上融合了

线上线下，业态上涵盖了商、旅、文、

体，活动主体包括了政、企、银、平台

等多方力量。活动坚持政府引导、市

场主导原则，叠加优惠，形成政企促

销合力。各地政府加大消费券促销

力度，各地各部门开展以宣传引导为

主的启动仪式达30余场。企业反响

热烈，参与数量超过千家，自行推出

了打折让利、满减赠券、倍增积分、抽

奖免单、赠送红包等活动，仅长春市

参加活动的商家让利金额就超过1

亿元。

本次活动全面整合政府力量和

社会资源，引导制造商、零售商和服

务商等跨界合作，丰富活动内容方

式，加快形成规模优势和溢出效应，

全省各地开展大型促销活动500余

场次。

据悉，下一步，我省将认真总结

推广首届“98消费节”形成的好经验、

好做法，进一步巩固成果，全力做好

四季度促消费工作，同时为来年举办

第二届“98消费节”做好准备。

首 届 吉 林“ 98 消 费 节”成 果 丰 硕
累计销售额超过40亿元

在白山松水之间，有着这样一道曲

线，逶迤壮丽、炫目多彩；有着这样一条走

廊，生机勃发、活力迸现。

从长春开始，一路向东，辽源、梅河

口、通化、白山、延边……连点成线，由线

成面，一廊横贯东西，药香飘弥南北——

这就是“长辽梅通白延医药健康产业走

廊”。

多年来，吉林一直在努力依托丰富

的资源优势和良好的发展基础，与时俱

进，奋斗不止，倾力打造医药健康产

业集群，抢占国内医药健康产业加速发

展先机，有力促进了全省经济的高质量

发展。

这期间，一张张亮眼的成绩单令人欣

喜：

2020 年，我省有修正药业、长春高

新、施慧达药业3户企业进入中国医药工

业百强榜；

现有有效药品批准文号13634个，总

数位列全国第一；

有院士、千人计划专家等医药领军人

物和团队近百个；

抗癌新药人参皂苷Rg3等8个成果获

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长白山制药康艾注射液2020年销售

收入跃升为我国抗肿瘤中药注射液市场

第一位；

长春建成集研发、生产、人才培养和

信息服务于一体的国家生物产业基地；

通化以专业园区和特色产业基地为

支撑，已成为知名的医药城；

……

医药健康产业已然成为吉林省提升

产业能级、完善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力

量，是我省的支柱产业之一。

“点”——
基础雄厚 优势突出 厚积而薄发

吉林省是国家重点建设的中药现代

化科技产业基地、生物产业基地、医药出

口基地和创制药物孵化基地，医药健康产

业基础雄厚。“十三五”期间，我省医药健

康产业增速始终位居全省各重点监测行

业前列，特别是中药产业优势突出，主要

经济指标连续十余年全国领先。“十三五”

末，医药健康产业总经营规模实现1450

亿元，其中医药健康工业实现总产值

627.5亿元，为我省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

支撑。

吉林医药健康产业快速发展的底气

和动力来自哪里？

首先，源自于我省丰富的药用资源。

长白山区是“世界生物资源宝库”和“中国

三大中药材基因库”之一。全省共有药用

资源2790种，居国内前列，在全国重点普

查的363个药材品种中，我省有137种，占

37.7%；拥有长白山人参、长白山淫羊藿、

长白山红景天、大川平贝母、长白山五味

子、吉林梅花鹿、吉林长白山中国林蛙油、

白城甘草、长白虎眼万年青等国家地理标

志保护产品9个；吉林人参的产量占全国

60%、世界40%左右，梅花鹿养殖数量占全

国50%左右，而长白山林蛙更是为吉林省

独有。

此外，民营经济唱主角的市场环境

功不可没。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借着国

企改制的东风，我省以通化市为核心，对

国有医药企业进行改制，并兴起了一批

民营药企，灵活的体制机制使他们在市

场竞争中如鱼得水。可以说，通化借助

政策和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走在了我

省医药健康产业发展的前列，为后续辐

射带动周边医药特色产业基地和园区发

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时，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工业基

础雄厚。全省现有规模以上医药健康工

业企业298户，营业收入超亿元企业97

户，销售收入超亿元医药品种71个；现有

主板上市企业9户，占全省上市企业的

21.4%；现有医药健康领域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256户、科技小巨人企业178户，具有

核心竞争力的骨干企业50余户；有医药

健康领域中国驰名商标31件。

在长春新区金赛国际医药产业园内，

塔吊林立、机器轰鸣，建设正酣。这个占

地20万平方米的项目，计划于2024年投

产。作为“十四五”时期重点发展的主导

产业之一，长春新区生物医药产业力争到

2025年打造千亿级产业集群；

梅河口市四环制药惠升生物胰岛素

二期项目现场，同样一派忙碌景象。该项

目由吉林惠升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投资打

造，全部达产后，可实现全品类胰岛素等

糖尿病及并发症用药的生产，年产值超过

200亿元。公司负责人表示，相信随着梅

河新区的设立，企业的发展也将迎来全新

的机遇；

今年以来，敦化市重点推进医药工业

园区建设，形成了以敖东、华康、凯莱英、

金赛、草还丹、健芝宁以及广亿、元宝枫八

大医药工业园为主的产业集群，医药工业

规模达40亿级……

这些，都是集聚优势的生动缩影。

目前，全省医药健康产业已形成以通

化国家医药高新区和长春国家生物产业

基地“一区一基地”为双核心，以辽源、梅

河口、白山和敦化4个医药高新技术特色

产业园区（基地）为补充的全省医药健康

产业发展格局。一大批行业领军企业聚

集的产业集群正在全省各地加快形成，医

药健康产业集中度和集聚水平明显提升。

强大的科技支撑和研发优势也让医

药健康产业如虎添翼。 （下转第四版）

（相关报道见第五版）

一 廊 贯 东 西 药 香 传 万 里
——我省实施“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之“双廊”篇（下）

本报记者 李振军 刘怀 张鹤

文化兴，则乡村兴。文化振兴是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

多次强调要推动乡村文化振兴。

吉林是中国农业大省，乡村振兴分外

关键。如何加强乡风文明和农村文化建

设，直接关系到乡村振兴发展质量。凝聚

广大文艺工作者力量，带动群众参与形式

多样的文艺活动，助力乡风文明焕发新气

象……今年以来，吉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

会结合实际，探索成立乡镇文联组织，扎

根乡村，服务群众，成为推动吉林乡村文

化振兴的重要力量。

乡村盛开文艺之花

“一呀更啊里呀，月牙出正东啊……”

一男一女两位二人转演员手拿扇子，边唱

边舞，一旁，拉二胡的、吹唢呐的、弹电子

琴的也十分投入。这里是吉林省公主岭

市毛城子镇梁山村村民于洪海家，也是村

里的文化大院，二人转爱好者们常到这里

嗨上一嗨。

“文化大院以二人转表演为主，秧歌、

舞蹈、书画、诗词等为辅。附近村屯的文

艺爱好者闲暇时常过来聚聚，大家都想把

大院的文化事业搞出彩。”59岁的于洪海

是文化大院“院长”，也是毛城子镇文联二

人转协会的骨干会员。

今年4月15日，作为吉林省首家乡镇

文联，毛城子镇文联正式挂牌成立。毛城

子镇虽然不大，却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

目前，该镇文联下设二人转、大秧歌、民

俗、音乐、诗词、书画摄影6个协会，共有

会员1105人。

“文联成立后，当地老百姓自豪感顿

时增强了，跟其他乡镇的人聊天时也常把

文联挂在嘴边儿，这也是一种文化自信

吧。”毛城子镇文联名誉主席、吉林省文艺

理论研究室主任王双龙介绍。今年7月，

在公主岭市第七届“礼赞七月”经典诗文

朗诵大赛上，毛城子镇文联选派的选手获

得全市第一名。“对于我们这个偏远小镇

来说，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充分体现了文

联组织的力量”。王双龙说。

此后，一批乡镇文联如雨后春笋般成

立起来。和龙市、延吉市、敦化市和通化

县、磐石市、吉林市昌邑区等还成为全省

12个乡镇文联全覆盖的县（市、区）。

和龙市是吉林省首个乡镇文联全覆

盖的县，以前乡村文化活动很单调，人闲

得无聊。“如今，文化阵地越来越热，参加

文艺活动的多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丰

富了。”和龙市一位基层干部感慨道。

截至目前，吉林省文联共指导成立

137个乡镇文联，这些乡镇文联组织所属

的各文艺协会凝聚起万余名文艺骨干，他

们好比一颗颗种子撒在吉林乡村大地，破

土、发芽、盛放。

打造“一乡一品”

吉林省历史悠久，对多民族的地方文

化有着很强的包容性，且地域特色鲜明。

广袤的吉林乡村大地上，深藏着独特的东

北文化基因。例如，中部地区的二人转文

化、东部地区的朝鲜族满族文化、西部地

区的草原文化等。

然而长期以来，守着这样的文化富

矿，却解不了当地百姓文化需求之渴。

“过去部分村屯的村民沉迷于刷短视频，

精神生活比较单调。”毛城子镇文联主席

刘志说。“上接天气，下接地气”，既能弘

扬主旋律，又让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东北

特色乡村文化才有生命力和吸引力。要

做好这件事，需要参与者，更需要有合适

的“领路人”和组织者。建立乡村文化发

展机制，突出地方文化特色，真正实现

“一乡一品”，乡镇文联的诞生，恰逢其

时。

吉林省文联通过深挖乡村文化底蕴，

精心打造了一批乡村文化品牌，并对其进

行差异化、个性化打造和模板化管理。长

白朝鲜族自治县长白镇的朝鲜族文化极

具特色，朝鲜族居民占该镇人口1/3以

上。当地文联组织在镇域内活动的朝鲜

族文艺协会、民间艺术家协会、摄影协会

等10余个组织、500多名文艺工作者推广

朝鲜族民俗文化，编排出农乐舞、长鼓舞、

顶水舞等具有朝鲜族人文风情的歌舞类

节目，举办“农民文化周”活动等，打造朝

鲜族文化特色品牌。通化县快大茂镇的

“满族撕纸”、 （下转第四版）

文艺活动多了 文化阵地热了 乡村品牌响了

咱 们 乡 里 有 文 联
——吉林探索乡镇文联建设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人民日报记者 尹 婕

本报讯（记者李婷 丁美佳）今年5月，吉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组织专

家，封闭工作108个小时完成了大连市城市基础建设项目远程异地评标，受到

对方高度赞扬。截至目前，吉林市已通过“远程异地评标”系统完成55个省内

外项目的评标工作。

2020年，吉林市在全省率先实现跨省远程异地评标。今年，吉林市创新推

行“六个不见面”招投标服务新模式，使公共资源交易更加公平开放、规范透明、

高效便捷。

交易文件传输不见面，交易进场“零跑动”。投标企业只需注册获取电子

“CA”锁，就可直接获取所有招标文件，不用出门就可完成项目注册、公告发布和

招标文件上传。同时，取消了纸质招标文件费、平台服务费和建筑工程交易场

地费三项费用，进一步减轻企业投标负担。

保证金缴纳不见面，交易保障“零压力”。去年10月起，吉林市公共资

源交易领域正式步入电子保函时代。交易平台实现了“仅需1次对接”的

系统优势、3分钟快捷投保的操作优势、实时动态监督的监管优势等新模

式，投标人缴纳投标保证金实现“足不出户”，专家审查投标保证金缴纳情

况网上“一目了然”，大大降低了企业资金周转压力。 （下转第四版）

吉林市优化招投标出新招

服务不见面 效率再升级

谱写绿色清洁能源发展新篇章
——吉林省“陆上风光三峡”工程全面建设启动仪式侧记

（第二版）

本报10月28日讯（记者于小博）10月27

日到28日，省委副书记、省长韩俊到松原市

就中央生态环保督察通报扶余市黑土地保护

措施落实不到位问题整改和新能源项目建

设、现代种业发展及肉牛产业发展等工作进

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

府部署，抢抓“双碳机遇”，加快发展新能源项

目，推动吉林油田转型升级、创新发展，打造

国家清洁能源生产基地；加快建设良种繁育

体系，强化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为吉林全面振

兴全方位振兴贡献力量。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通报扶余市黑土地保

护措施落实不到位等问题后，韩俊第一时间

来到扶余市山鹰纸业项目现场。他强调，对

通报问题要诚恳接受，抓紧制定切实可行的

整改方案。要对土壤剥离、运输、存储、管理、

使用等加强监管，防止出现环境污染、水土流

失、土壤质量退化和安全隐患。要强化属地

主体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坚持举一反三，建

立长效机制，实现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

一体保护的有机统一，把黑土地保护各项措

施落到实处。

吉林油田是全国重要的油气资源生产基

地。韩俊来到展览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并

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情况介绍，对吉林

油田长期以来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支持吉林

振兴发展的贡献给予充分肯定。韩俊强调，

石油能源建设对吉林振兴发展意义重大。吉

林油田要继续发扬“五上”精神，按照省委省

政府部署和中石油要求，加快构建原油、天然

气、新能源“三足鼎立”格局，打造创新型可持

续发展油田。力争“十四五”末油气产量达到

900万吨、风光发电规模达到600万千瓦，为

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实现“双碳”目标、服务吉

林振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要加快发展新能

源，把风能、太阳能等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

势、发展优势、竞争优势。要谋划推进页岩油

等项目建设，狠抓原油、天然气稳产增效。要

扎实开展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工作，坚决守

住安全生产红线和生态环保底线。省委省政

府将一如既往支持企业发展，为吉林油田发

展壮大创造良好条件。

吉林省鸿翔种业有限公司稳居全国玉米

种子企业前列。韩俊先后来到检验室和生产

车间看工艺、察育种、问效益，他鼓励企业聚

焦主业、专心育种，持续做好玉米等种质资源

研究、新品选育等工作，进一步做大做强。要强化科技攻关，做好技术储备，突

破一批“卡脖子”技术。要加强与中科院等大院大校大所和头部企业深度合

作，吸引一批尖端人才，引进更多优质种质资源，抢占种业发展制高点，为实施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提供重要支撑。

吉林省奥金斯农牧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集优质肉牛种质资源进出口

和良种繁育于一体的企业。韩俊叮嘱企业坚持以“查干花肉牛”育种为起点，

加快建立基因数据库，引进国际优质品种，推动基础母牛扩群增量，扩大核心

优质肉牛种群，把现代生物工程技术应用到繁育过程当中，推进优质种质资源

保护研发利用，从源头保证肉牛品质。要坚持市场导向，扩大养殖规模，打造

高端品牌，推动全产业链发展。加强与国内相关科研院校协同合作，开展联合

攻关和人才培养，推动我省肉牛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安桂武参加调研。

韩
俊
到
松
原
市
调
研
时
强
调

推
动
吉
林
油
田
转
型
升
级
创
新
发
展

加
快
培
育
更
多
优
质
种
质
资
源

《吉林省冰雪产业高质量发展
规 划（2021-2035 年）》发 布

用心用情用力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吉林省“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持续走深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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