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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五载，决胜小康、脱贫攻坚、污染防治等大事要事叠

加，抗疫情、促发展、防风险、保稳定等困难挑战交织。面对

一系列“大战大考”，通化市团结带领全市人民攻坚克难、奋

力进取，与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十三五”圆满

收官、“十四五”良好开局。

全力以赴稳增长，质量效益持续提升。2021年预计实

现地区生产总值575亿元，比2016年增加110亿元，三次产

业比例调整为11.8：29.7：58.5。持续开展“项目建设年”

“项目达产达效年”活动，实施5000万元以上项目549个，完

成投资913亿元。东宝生物科技产业园等249个项目竣工。

招商落地项目319个，到位资金567亿元。实施创新驱动高

质量发展行动，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达到65户、省科技小巨人

企业达到52户。在全省率先成立科技成果转化局和科技成

果转化中心，落地转化科技成果超过100项。实施民营经济

“五转”三年行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工程，市场主体发展

到15.5万户、比2016年增长30.3%。

全力以赴促转型，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质效稳

步提高，规上工业企业达到202户。实施医药健康产业发展

壮大工程，95个医药健康产业项目竣工。医药制造业占全

市工业比重达到35.7%。实施人参、葡萄酒产业振兴工程，

快大人参交易市场、清河野山参交易中心成为全国最大的园

参和野山参交易市场，长白山人参品牌数量居全省第一位，

人参产业产值占全省50%以上；葡萄酒系列产品获国际国内

多项金奖，鸭绿江河谷成为中国顶级冰葡萄酒产区。实施冶

金产业升级改造工程，推动通钢与二道江产城融合发展，冶

金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完工。装备制造、化工、新材料

等优势产业稳步发展，新能源、数字信息、节能环保等新兴产

业快速兴起。实施服务业创新升级行动，新增限额以上商贸

企业187户。高句丽文物古迹景区晋升5A级，“七星山”“七

星湖”等旅游开发项目有序推进。现代物流、电子商务、养老

养生等新兴服务业加快发展。实施农特产业发展工程，形成

了300亿级人参产业链和优质稻米、林特山珍、畜牧3个10

亿级产业链，农特产业产值年均增长5%。

全力以赴打硬仗，三大攻坚战取得胜利。省级贫困县柳

河县如期摘帽，73个贫困村、28077名贫困人口脱贫，实施扶

贫产业项目598个，实现扶贫产业“3+2”全覆盖，贫困家庭

“一收入、两不愁、三保障”和饮水安全高质量达标。城区空

气环境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保持在90%以上。全面落实河湖

长制，12个重点流域断面水质优良比例持续提升，5个县级

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优良比例和危废物处理率均达到

100%。治理水土流失面积606平方公里，修复治理矿山地质

环境754.8公顷，哈泥泥炭沼泽湿地被评为国际重要湿地。

政府债务有序化解，金融风险稳妥处置，融资平台全面转型，

社会保障、应急管理、市场监管等各类风险有效管控。

全力以赴抓改革促开放，发展活力不断增强。推行“放

管服”“最多跑一次”改革，在全省率先实行“一窗受理、集成

服务”，实现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全程网办”、公共资源交易全

流程电子化，企业开办进入小时办结全程零费用时代。在全

省率先出台营商环境建设监督管理规定，制定优化营商环境

100条，创建“三一三无”的“通·通办”服务品牌，“不叫不到、

随叫随到、说到做到、服务周到”成为服务常态。应急周转基

金、信保基金和“吉企银通”“吉农金服”通化平台投入运营。

实施“8+10”上市培育计划，上市挂牌企业达到35户。深交

所东北地区首家服务基地落户通化，拟上市企业引进风险投

资9.6亿元。实施“千名学子归巢计划”“万名学子兴企计

划”，引进高校毕业生和各类人才1766人。医药高新区集聚

效应凸显，企业发展到1239户、年均增长51.8%。国际内陆

港务区公路集装箱中心站建成使用，保税物流中心竣工，累

计货物吞吐量突破4000万吨。集安边境经济合作区获批省

级边合区，国家级公路口岸通关运营。与台州、东北东部城

市、长春和吉林大学对接对口合作取得新成果。通集、辉白、

通靖高速建成通车。沈白高铁、集桓高速启动建设，通化机

场多航线运营，开放大通道全面打开。

全力以赴强基础，乡村振兴取得新成效。完成高标准农

田改造83万亩、保护黑土地120万亩，粮食年均产量超过27

亿斤。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分别发展到4464个、2376

家。改造农村危房1.7万户、农村厕所5.3万座，行政村生活

垃圾收运处置体系覆盖率达到100%，建成美丽乡村101个，

基本实现“村村干净、家家干净”。行政村、自然屯通硬化路

率分别达到100%、97.5%。实施水利重点项目146个，农村饮

水安全工程惠及农民14.4万人。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确权登记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集体林权、国有林场、供

销社、农垦等改革扎实推进。县域综合实力进一步增强。集

安市、通化县荣获“全国文明城市”称号，辉南县被评为国家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柳河县被评为全国森林康养基地建设

县。

全力以赴提品质，城市环境更加宜居。高铁生态新城完

成规划编制，与高新北区、港务区一体发展，建成区面积达到

58.5平方公里。市区改造棚户区90.6万平方米、老旧小区

391万平方米，实现旧貌换新颜。西昌、五月花互通立交完

工，改造建设大街、官道岭大街等街路30余条，群众出行更

加便捷。统筹地上地下，新建改造供水、供气、供热管网

542.6公里，改造排水管网81公里，建成地下综合管廊29公

里。“一江两岸”综合治理成效显著，城区绿地面积达到

2177.3公顷，市容市貌大幅改善。先后荣获国家生态文明

建设示范市、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等诸多荣誉。

全力以赴保民生，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城镇新增就业

12.9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02.6万人次，零就业安置

比率达到100%。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实行市级统筹，养老、失

业、工伤、低保等保险保障待遇稳步提高。解决“无籍房”6.8

万户。新建维修校舍74万平方米，义务教育薄弱校改造全

面完成。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深入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基本建

立，医联体、医共体稳步实施。市中心医院晋升三甲医院，新

冠肺炎等重大传染性疾病防控有力有效。全民健身中心、市

滑冰馆等运动场馆投入使用，在全国竞技体育、冰雪赛事中

共获52金、29银、30铜。开展全国首批市域社会治理试点城

市创建工作，扫黑除恶成效显著、常态化推进，被评为全国

“雪亮工程”重点市。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形势总体平

稳。连续67年无重大森林火灾。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不

断完善，荣获全国双拥模范城“九连冠”。民族宗教、外事、侨

务、粮储、残联、气象、水文、人防、广电、统计、调查、档案、地

方志、公积金、援藏援疆等工作取得新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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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字当头，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今年，通化市主要预期目标是：地区生产总值增长7%，

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8.5%，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0%，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增长8%，地方级财政收入增长3%，城乡居民收

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坚持稳中求进，在保持经济向好态势上开新局。注重供

需两端发力，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推动服务业潜力释放，形成

经济发展稳定支撑。实施5000万元以上项目220个，年度计

划投资223亿元。开展以商招商、乡情招商、平台招商、产业

链招商，新落地签约项目30个以上。壮大一批企业，对50户

重点企业加强跟踪服务监测，培育30户企业升规入统，推动

50户企业产值超亿元。实施61个工业转型升级项目，推进

50个工业项目达产达效、释放产能，新增产值20亿元。升级

一批现代服务业，不断释放消费潜力。推动商贸服务业、数

字经济融合、现代物流网络、金融服务保障升级。推进道路

客运行业和农村物流高质量发展。统筹推进养老、家政等服

务业加快发展。

坚持转型升级，在提升产业链水平上开新局。围绕两个

千亿级产业集群、九个百亿级产业板块，推进“十百千”工程，

落实“链长制”，实施“四图”作业，促进更多企业进“链”入

“群”。推动医药健康产业集聚化发展，积极融入“长辽梅通

白延医药健康产业走廊”，实施医药健康产业重点项目31

个，推动医药健康全产业链发展，打造全省医药健康产业“核

心圈”。推动旅游产业特色化发展，深度融入“长通白延吉长

避暑休闲冰雪旅游大环线”，充分释放“山水林田湖草花、冰

雪溶泉凇瀑挂”优势，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推动食品

产业品牌化发展，实施人参、葡萄酒产业振兴工程，大力发展

绿优米、林蛙、五味子、蓝莓等优势农特产品，壮大保健食品

制造业规模。推动冶金、优势和新兴产业精深化发展。

坚持增强发展动力，在改革开放创新上开新局。推行

“全程电子化”审批，推广“告知承诺制”“多评合一”等模式，

审批时限再压缩20%。实施政务服务“一城通办”，建立完善

信用联合激励惩戒机制，提升公共资源交易标准化水平。扩

大开放合作，发挥港务区化工产业园平台作用，货物吞吐量

达到1200万吨。医药高新区开展创新提质攻坚行动，推动

企业增效、项目达效，实现产业规模、质量“双提升”。推动边

境经济合作区项目建设，深化与台州对口合作，加强与长春、

吉林大学对接合作，强化公路、铁路、机场大通道建设。强化

科技创新，启动科技体制改革三年攻坚。实施科技创新引领

行动，加快科技企业孵化器和众创空间建设。实施科技成果

转化行动，推动市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创建省级技术转移示范

机构，落地转化科技成果10项，升级中药大品种10个，申报

省科技发展计划项目50个。实施创新人才积聚行动，落实

“引才入通”政策，激发本地人才活力。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在乡村全面振兴上开新局。实

施农业农村现代化“十大工程”，推进乡村“五个振兴”，促进

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保障粮食安

全，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在320万亩左右，产量稳定在27亿斤

以上。发展乡村产业，优化种植业、扩大养殖业、做大园艺特

产业、做强农产品加工业，六大农业龙型经济产值增长

10%。着力发展精品畜牧业，推动畜牧养殖农场化、牧场化、

工厂化、肥厂化、规模化发展，畜牧业产值增长5%。增强“三

农”服务保障能力，推广农药化肥减量控害增效技术，促进现

代农业绿色安全发展。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实施农田水利基

础设施项目7个，建设5G基站100座。接续开展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五年提升行动，改造农村厕所3900座，创建示范村80

个，美丽庭院、干净人家覆盖率均达到90%以上。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落实“四个不摘”要求，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

性返贫致贫底线。

坚持践行“两山”理念，在建设生态强市上开新局。治理

水土流失面积110平方公里，有序修复33处历史遗留废弃矿

山、4处采煤塌陷区。推进林长制，造林和抚育森林5.8万

亩。实施哈泥河源头湿地保护项目，恢复湿地450亩，严厉

打击破坏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开展空气质量提升行动，落实

“5+1”秸秆处置措施，推进钢铁、水泥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加

强道路、工地、矿山等扬尘治理，空气优良天数比例不低于

95%。严格落实河湖长制，主要河流国省控断面水质和县级

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稳定达标。构建碳达峰“1+6+10”

政策体系，推动煤炭消费减量替代。加快东北东部林区高质

量发展示范区建设，启动红松国储林等项目，抓好全国林业

改革发展综合试点。

坚持建管一体，在提升城市宜居品质上开新局。精致建

设城市，市区改造老旧小区27个、58.8万平方米。实施玉皇

山大桥改造，完成江安路、江锦西路、金桥路和2处地下人行

过街通道建设，实行停车泊位智能化工程，创建“公交都市”，

提升城市“微循环”水平。完成净水厂一期建设，改造供热管

线12.8公里、换热站5座、燃气设施9000户。新建污水管网

5.7公里，实施雨污分流改造。升级改造2条特色美食街区，

加快佟佳江绿水长廊建设，新建3处“口袋公园”。精细管理

城市，推进《通化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立法，《通化养

犬管理条例》公布实施，编制《通化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

法》。开展市容市貌、违法建筑、小区物业等专项治理行动。

坚持共建共享，在增进民生福祉上开新局。城镇新增就

业1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4万人，零就业家庭动态清

零。实施全民参保计划，新增基本养老保险1万人。推进门

诊医疗费用跨省和重大疾病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推行长期护

理保险试点。加强养老体系建设。为7585户困难家庭发放

住房租赁补贴。解决1万户不动产登记遗留问题。巩固“双

减”工作成果，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推动十三中和二十中一

体化办学，通钢二小教学楼建成使用。完善公共卫生服务

体系，加强市中心医院与吉林大学附属医院合作，加快市

中心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传染病医院异地新建和两区

疾控中心等项目建设，市中医院国家中医特色重点医院建

成使用。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县域就诊率达到90%以

上。实施万发拨子遗址、墓葬遗址保护和环境整治，跳台

滑雪、越野训练基地、吉林冰雪丝路博物馆和全民健身运

动中心建成使用。强化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五有”建设，开

展全国双拥模范城“十连冠”创建工作。常态化抓好疫情

防控，提高突发疫情应急处置能力，统筹推进各类人群疫

苗接种工作，巩固疫情防控成果。巩固全省法治政府建设

示范市创建成果。开展“法律六进”活动，健全公共法律服

务体系，依法依规、有力有效化解信访诉求和矛盾纠纷。

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严厉打击违法犯罪。强化应急管

理，扎实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推动强边固

防，筑牢边境安全屏障。严格规范食品药品安全管理，全

力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勇担新使命、阔步新征程的号角已经吹响，

建设东北东部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的宏伟蓝图

让通化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今后五年，新

一届政府将突出抓好“三产融合、三点联动、三位

一体、三个优化、三方保障”，力争地区生产总值

达到千亿规模。

——聚焦经济发展高质量，抓好农业、工业、

服务业“三产融合”，着力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健

全“链长制”，打造医药健康、旅游两个千亿级产

业集群，培育生物医药、食品、冶金、化工、新材

料、装备制造、现代商贸、现代金融、现代物流九

个百亿级产业板块，建设区域产业集聚中心，形

成多点支撑、多业并举、多元发展的产业发展新

格局。壮大发展“333”工业产业体系，医药产业

推动中药现代化、生物药规模化、化学药集约化

发展，实施投资220亿元的国家生物医药产业集

群、投资42亿元的医药化工园区等126个重点项

目，建设全省医药制造业核心区、医药健康产业

样板和国家医药健康名城；食品产业坚持特色

化、品牌化发展，实施投资50亿元的绿色食品产

业园等69个重点项目，建设长白山特色食品产

业基地；冶金产业实现转型升级发展，实施投资

20亿元的百万吨冷轧生产线改造等19个重点项

目，拓宽产业链条，发展兴钢产业，增强竞争优

势。加快发展“3+N”现代服务业，旅游产业对

GDP的综合贡献率达到15%以上，创建5A级景区

1个、4A级景区4个，建设旅游服务中心，形成“康

养、冰雪、文化、红色”旅游品牌。推动冰雪产业

示范新城二期等冰雪项目建设，打造吉林“冰雪

新地标”、冰雪产业第三极；统筹推进物流、商贸、

电商等现代服务业升级提质。大力发展六大农

业龙型经济，打造企业引领、产业链完整、集约高

效发展的农特产业集群，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三

大体系”。到2026年，粮食产量稳定在27亿斤基

础上，通过新技术应用、保护性耕作、新品种推

广，稳步增加粮食产量。农特产业产值突破600

亿元。

——聚焦内生动力高效率，抓好投资拉动、

创新驱动、改革带动“三点联动”，着力释放经济

新动能。每年滚动实施5000万元以上项目不少

于220项，招商引资累计到位资金力争突破千亿

元。强化科技创新，科研经费投入强度年均增长

10%，建设研发机构10家，落地转化科技成果100

项，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到100家。推动“数

字通化”建设取得重大突破，信息化带动能力不

断增强。建立“五位一体”才智引聚机制，支持企

业引进1000名急需紧缺人才、吸纳9000名高校

毕业生。统筹推动直接融资、间接融资协同发

展，壮大应急周转基金、信保基金规模，支持中小

企业转贷规模达到200亿元。发挥深交所通化

基地、吉林股交所通化分公司服务功能，实现上

市融资新突破，上市挂牌企业达到50户。深化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加快“三变”改革进程，

盘活土地、水面、林地、闲置宅基地等资源要素。

大力实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工程，推动民

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市场主体总量力争突破20

万户，民营经济占GDP比重力争达到60%。

——聚焦统筹布局高标准，抓好主城区、县

城、乡村“三位一体”，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构建“一核三带”城乡发展格局。推动高铁新城、

高新北区、港务区协同发展，打造产城港融合发

展的通化北部新城，跨入“双百”中心城市时代。

规划建设鹤大公路通化绕越线。加快佟佳江及

其支流全域绿水长廊建设，打造城市发展轴、景

观轴、生态轴。加快沟谷规划开发，为城市空间

赋能。完成483万平方米老旧小区改造，实施水

电气热等市政管网改造工程，推进市政道路和桥

梁建设，建成一批“口袋公园”“小微绿地”，统筹

布局停车场和智能充电桩等设施，实施五星级酒

店、特色商业街等项目，形成更加完善、更适宜居

的城市基础设施体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

的新型城镇化，建立各具特色的产业体系，力争

每个县建成一个地标性城市综合体，建设一批产

业强镇、特色强镇、文旅强镇，打造县域经济新增

长点和城乡产业融合发展新平台。实施乡村建

设行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基本

实现美丽宜居乡村建设目标。推动城乡教育、医

疗、社保、文体等公共服务均等化，让群众共享发

展成果。

——聚焦发展环境高水平，抓好营商环境、

生态环境、开放环境“三个优化”，着力汇聚发展

保障要素。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基础，推进“放管

服”“最多跑一次”改革，健全数字化服务体系，全

面打响“通·通办”服务品牌。以推进“治建控兴”

为抓手，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空气质量优

良天数比例不低于95%，消除城乡黑臭水体，创

建“无废城市”。推进“十年绿美行动”，森林覆盖

率、湿地面积稳步增加。实施碳达峰、碳中和专

项行动，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探索建

立碳减排交易中心。加快投资180亿元的东北

东部林区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建设，引领绿色生态

产业高质量发展。以深化“五个合作”为载体，加

强与长春、台州的全方位对接对口合作，拓展与

先进地区的多层次战略合作，推动与高校和科研

院所的紧密型专业合作，深化与国家林草局等部

委的前瞻性共建合作，扩大面向东北亚地区的国

际性开放合作。加快“一港两区”建设，打造吉林

省向南开放新窗口。国际内陆港务区货物吞吐

量突破2500万吨；医药高新区“四上”企业力争

突破100户、市场主体发展到2000户，实现医药

健康产业集群发展；集安边境经济合作区晋升国

家级。沈白高铁、集桓高速、沿边开放旅游大道

建成通车，推进通长、通集、通丹高铁前期工作，

启动通化机场改扩建并升级为航空口岸机场，建

设区域综合交通枢纽和物流中心。

——聚焦人民生活高品质，抓好民生改善、

社会事业、安全稳定“三方保障”，着力提升群众

生活水平。全面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供给质

量和共享水平。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城镇新增

就业5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70万人次以

上。强化以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五项保

险为重点的基本保障，进一步扩大参保覆盖面。

注重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设施均衡布局和资

源配置优化，建成区域教育中心、区域医疗中心、

区域康养中心和体育强市。深化平安通化建设，

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进一步彰显社会公平正

义，创建全省最安全城市。建设吉林省东南部应

急联动中心，提升应急救援能力和自然灾害防御

水平。加强社会治理，健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体

制机制，更加有力保障发展和安全。

1月10日至13日，通化市“两会”如期而至。服务大

局助发展，聚焦重点议大事，主攻“堵点”解难事，紧扣“热

点”办成事……讲民声、汇民意、集民智的“两会声音”为山

城高质量发展献良方、出实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回眸“十三五”，是通化振兴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极

不容易的五年。全市团结广大干部群众，不畏艰险、迎难

而上，凝心聚力、真抓实干，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

生、防风险、保稳定，为新时代通化绿色转型、全面振兴奠

定了坚实基础。

展望“十四五”，是通化建设东北东部现代化区域中心

城市的关键五年。刚刚闭幕的市第八次党代会，科学描绘

了未来五年发展的宏伟蓝图，确立了今后五年的奋斗目

标，向全市发出了加快高质量发展的“动员令”。

五年看头年，开局最关键。全市上下将全面认真贯彻

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全面实施“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持续

推进“十大行动、百项工程”，构建以“333”工业产业体

系、“3+N”服务业产业体系、六大农业龙型经济为主的产

业发展新格局，加快钢铁城升级、擦亮中国医药城名片、

提升中国葡萄酒城美誉、打造国际冰雪城优势、铸造红

色之城品牌，为加快实现新时代通化绿色转型全面振兴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过去五年过去五年过去五年
全力以赴面对一系列“大战大考”

未来五年未来五年未来五年
着力建设东北东部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

踔厉奋进踔厉奋进踔厉奋进
稳步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绿色转型绿色转型，，山水通化山水通化。。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隋二龙隋二龙 摄摄（（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通化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现场。庄新岩 摄

沃野参乡，丰收在望。本报记者 隋二龙 摄（资料图片） 民生通化，厚植百姓福祉。 赵承奇 摄（资料图片）

通化冰雪示范新城把“冰天雪地”变成“金山银山”。 文旅融合，促进葡萄酒产业健康发展。本报记者 王忠先 摄

医药产业，蓬勃发展。

通化一洋保健品生产流水线上，工人正在进行产品核检。

本报记者 隋二龙 摄

香菇产业成为农民致富“香饽饽”。 本报记者 隋二龙 摄

葡萄酒生产线。
魅力乡村，风景如画。本报记者 隋二龙 摄（（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2021年8月22日，吉林杨

靖宇干部学院正式启用。

本报记者 裴虹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