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今，随着文化产业的蓬勃崛起，文化产业

项目正以全新的发展姿态影响着区域经济发

展。为积极响应吉林省“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

战略，落实长春市“六城联动”中“文化创意城”的

部署，长春宽城正全力打造一批高质量的文化产

业项目，构建出文化产业项目带动区域内经济发

展新模式。

多元化融合发展 打造“人文宽城”

随着时代的不断更迭，一批具有老长春人独

有记忆的文化地标渐渐地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为提升区域内文化产业的多元化发展，长春

宽城利用深厚的文化底蕴，系统性梳理、挖掘文

化内涵，在讲述宽城故事的同时，形成了一系列

以“宽城历史+故事+人物”为主题的文化IP，创

作出一批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有着浓郁宽城特

色的经典文艺作品。

同时，宽城区充分利用伪满洲国皇宫旧址、

长江路百年步行街、机车厂等文化资源，做好文

化遗产保护与开发，打造一批可触摸、可回忆、有

温度的城市漫步街区，推动历史文化与创意产

业、康养旅游业等融合发展，提升文化产业竞争

力。

熙旺中心建设项目作为多元化发展的文化

产业项目，总投资12.8亿元，建筑规模为用地面

积39991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66347平方米，建

筑密度为32.17%，容积率为2.99，建筑高度为

99.95米，绿地率为25.04%，停车位862个；项目

于2020年开工，预计2023年竣工；2022年计划

投资3亿元，截至目前，3栋楼完成基础工程施

工，5栋楼完成地上结构封顶。项目建成后将打

造成文化创意商业街区，包含综合办公、文创基

地、特色商业街、特色星级酒店、婚庆文化广场等

业态。

发挥历史建筑作用 培育文化旅游项目

历史文化建筑的保留和修复对文化产业发

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帮助和推动。宽城区充分利

用域内资源，对全区在册的191处文物进行全面

排查，并编制了《宽城区古建筑图册》《宽城区文

保单位和历史建筑名录》及宽城区古建筑现状

图。

同时，宽城区充分挖掘古建筑历史沿革，注

重保护修缮，发挥整体功能，并依托集中在人民

大街、北京大街、长江路百年步行街等文化遗产

以及老机车厂等工业遗址，植入文化元素，引入

创意产业、影视产业、时尚产业、艺术音乐、文化

体育等业态，打造一批旅游目的地。

其中，长春机车厂作为宽城区独具特色的历

史文化地标，对于老一辈长春人来说有着独特的

记忆，同时，机车厂的改造也让长春市民充满了

期待。

长春机车厂历史文化街区改造项目总投资

200亿元，占地面积80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157万平方米，主要建设商业、住宅及机车文化

创意园等；项目计划2022年4月开工，预计2031

年 12月竣工。截至目前，B-1、R2-10土地已摘

牌，正在办理前期手续。项目建成后，将促进轨

道检修运维基地建设，改善老工业城区面貌，打

造国内寒冷地区人居环境“创新样板社区”和世

界级人文艺术街区，并成为长春的新地标。

多组团合力推进 激发文化产业活力

文化产业发展离不开多元化，一个区域要想

加快文化产业发展速度，必须要有多元化共同发

展的趋势。

为此，宽城区通过整合长春站商业组团、机

车厂文化创意组团、行政中心服务组团、兰家镇

融合组团等多个区域，激发出长春宽城文化产业

发展的新活力。

在构建长春站商业组团过程中，宽城区将以

“提升、改造、保护、盘活”为重点，引领长春站周

边区域向中央活动区（CAZ）升级。其中，铁南片

区重点突出城市商贸特色和文化内涵，通过数字

经济提升传统商业商贸能级，依托长江路百年老

街植入文化创意、体验式商业等元素，形成文化

氛围浓厚的休闲旅游目的地。上海路北地块（万

达广场）项目作为宽城区文化产业重点项目，将

全力打造以“体验”为核心的生活中心，集时尚运

动馆、赛车俱乐部、冰雪乐园、萌宠乐园、沉浸式

书店为一体的商业综合体。项目计划2022年4

月开工，预计2023年12月竣工，建成后将成为东

北三省首个4.0版本的万达广场。

在构建机车厂文化创意组团过程中，宽城

区将依托老机车厂、宽城子火车站遗址以及独

具特点的工业厂房，围绕机车文化和“长春源”

历史，实施老工业基地工业遗产地景观更新工

程，建设火车主题公园和“长春源”历史遗址文

化公园，形成文化艺术、轨道交通、创意生活的

无边界公园，构建世界级文化艺术区和文化创

意居住社区。

在构建行政中心服务组团过程中，宽城区将

汇聚各大银行网点、文体中心、市民广场、公益设

施等公共设施，不断提升政务服务功能，发展星

级酒店、购物中心、餐饮娱乐等业态，打造集政务

服务、商业、文化、休闲娱乐于一体的复合型行政

中心。

兰家镇融合组团。积极推动小城镇更新，完

善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社会保障等配套设施，

提升城镇公共服务水平。积极有序推进“三改”，

实现小城镇与产业园区发展对接、与城市发展对

接。推动兰家河综合治理，加快休闲观光农业发

展，打造全域美丽乡村。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随着文

化产业项目的不断推进，长春宽城在加快文化产

业项目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将为吉林省

“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和“六城联动”发展

注入新的活力，并在加快长春北部现代核心区建

设过程中迈出更加铿锵有力的步伐。

长春宽城：构建文化产业项目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新模式
陈帝同 本报记者 刘霄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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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情回顾：城市需要陆续恢复送电，汪新兵和战友们又开

启了下一个40小时模式。温青城目送整装出发的后辈们，脑

海中是“老变”30年岁月峥嵘。老一辈电力人用毕生的奉献精

神点燃了一支不灭的火炬，在岁月中沉淀的“老变”不负光阴，

无畏挑战。

新途

一切过往，皆为序章。

在北郊、西郊、东郊3个220千伏变电站相继投运后，曾经

的“长一变”也有了新名字——长春220千伏变电站，长春220

千伏电网架构建成规模。“老变”不再是那个阅尽沧桑的孤胆

战士。长春电网由此开启“为实现具有中国特色国际领先的

能源互联网企业”的赋能之路。

2000年，历史翻开新的一章。经历了政企分开、厂网分

开、配售分开等多轮体制改革洗礼的长春电力开启新的征途，

“老变”，这位岁月不老的铠甲武士再次立马横刀，成为改革的

“开路先锋”。

2002年，长春220千伏集控站正式投入运行，管辖长春、

东郊和平泉3座220千伏变电站。到2015年管辖5个220千伏

变电站，2018年以后管辖7个220千伏变电站和5个66千伏变

电站。集控站设在“老变”原址，由“老变”班组负责运维，“老

变人”实现了角色和责任的转换。

2012年，临河街北海路，“老变”原址，长春市第一座智能

220千伏变电站建成投运，采用全封闭组合电气设备。由此开

始，长春全面改造变电站，新建站全部智能化，旧站陆续智能

化。这标志着以“老变”华丽蜕变为引领，长春电力建设全面

迈进数字智能化发展的崭新时代。

以此为节点，“十二五”“十三五”时期，围绕国家“一带一

路”倡议和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长春电力工业乘风破

浪，长风万里。主干网架实现由220千伏向500千伏过渡，截

至2018年年末，拥有66千伏及以上变电站310座，变电容量、

输电线路长度分别为2008年末的2.27倍和1.44倍，相当于十

年再造了一个长春电网。

十年间，长春市售电量、最大负荷分别以年均7.3%、7.8%

的速度持续高速增长。十二五期间（2011—2015）供电量

815.93亿千瓦时，十三五期间（2016—2020）供电量1077.62

亿千瓦时。作为经济发展的“晴雨表”，一条条飞架南北的电

缆，一座座现代化变电站，彰显着长春经济发展的勃勃脉动。

鹰击天风壮,鹏飞海浪春。新时代，新担当，新一代“老变

人”不忘初心，“争排头、创一流”的更高追求在传承中为“老

变”再赋新意。

2019年，央视春晚分会场首次落户长春，保电工作责任重

大。50份方案、17份清单，长春电力众志成城、分兵把守、内外

协调，以“零故障”“零闪动”“零差错”“零投诉”的“高保障”完

成“忠诚履职，使命必达”的政治担当。967位长春电力人、16

条线路、6座变电站、35天、840小时、16000次巡视守护举国欢

庆，点亮城市幸福。

“老变”作为重要枢纽“牵一发动全身”，“老变”班组全员

参战。魏秀敏是变电站唯一的女运维检修工人，2016年才来

到“老变”，春晚开始前3小时，魏秀敏打着手电在站内巡视，2

号变压器方向传来一阵急促微弱的“嘶嘶声”，寻声而去，魏秀

敏被吓得一声惊叫摔倒在地仰面朝天。原来那声音并非变压

器故障发出的，而是一条青蛇正盯着她！魏秀敏大声呼救，闻

声赶到的男同事抓住了那条被遗弃的宠物翠

青蛇，连声安慰还坐在地上的魏秀敏，劝她回

家休息。

半天才缓过神来的魏秀敏从地上爬起

来，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喘着粗气婉拒了同

事的好意，“我没事了，还有不少工作没干，这

么重要的任务不能没有我。”20时，春晚开

始，一汽分会场在节日“新衣”的装扮下光彩

夺目，一个流光溢彩的北方春城向世界绽放

精彩。

伴随零点钟声敲响，猪年春晚分会场保

电圆满成功。深夜时分，喧嚣的城市渐渐安

静了下来，冬夜的风还凉意满满，魏秀敏与设

备和线路打过“招呼”，坐上车回家，和等待已

久的家人一起吃那顿迟到的年夜饭，那条小

蛇也被她带回了家，在家里给它安了个窝。

那一刻，魏秀敏体会到的是“奉献”的真正含

义：奉献中是爱，并用爱去努力奉献。

坐标

城市终于醒来，露出她可爱的“长春蓝”，挥洒着被压抑了

171小时的热情。是的，171小时！零下20摄氏度，雨雪交加，

寒风入骨，长春电力的勇士们爬上陡滑如镜的基塔，履步薄

冰，步步为营，敲碎冰冻。3天全部城区配网恢复送电，6天全

部主干线路恢复送电，7天全部用户恢复送电，再次彰显了“吉

电力量”！

171小时！汪新兵带领“老变”班组处理了数百次的变电

站各类操作，完成98次事故线路的恢复送电工作，检查覆冰线

路间隔156条次，完成3座户外变电站的除冰任务，与2559名

电力人挽手诠释了吉电力量的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

回到“老变”，汪新兵依旧在那盏用了20多年的茶缸里续

上热水，然后与班组战友们一起总结过去80个小时发生在每

个变电站、每条线路上的故障和问题。

总结会很短，信息量很大。黄立宇继续完成自己的案头必

修课。高等学府科班出身的黄立宇2009年来到“老变”，从值班

员，技术员再到成为汪新兵的助手，“老变”班组的副班长。如果

以10年为一个分界线，他已是第七代“老变人”。3次长春电力先

进工作者，多项创新成果奖，这是他工作10年交出的成绩单。

对于创新，他总有无限能量。他带领“老变”的业务骨干

编制了《变电站巡视口袋书》，被推广成为长春电力人的工作

指南。针对变电站空开上口装设接地线接触不良的问题，他

的发明成果获得了专利。他主持的《研制智能变电站围栏装

置》等等数个课题连年获奖。

长春供电公司变电检修中心检修三班班长刘洋和“老变”

相守33年，5500多次检修作业用破了2000多双手套，20次技

术革新，14项研发创新成果，培养专业人才30人，他的创新团

队是全国典范，最终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

上获表彰。

从人工手动拉闸到全范围智能化数字管控，“老变人”与

时代共振；从“老变”传承中走来的吉电人接续着服务社会民

生、守护光明事业的初心使命，在赋能城市发展的道路上，他

们加强一汽集团等支柱产业供电保障，千方百计保障民生和

企业用电，2021年12月17日，为保障一汽丰越公司扩能生产，

元旦佳节、数九寒冬，231名作业人员、3个施工现场，18天准

备、12小时施工，兼顾企业扩能和民生用电需求，以“无感化”

作业为一汽动能等6户汽车重点企业生产提供电力“动能”的

同时，让线路覆盖的1.5万户居民及27户“水热气”等用电完

全未受影响，在温暖与光明中欢度元旦。这背后，是多少“无

言”的付出，才换来这“无感”的欢度。

时间的足迹，承载着前行的力量。“老变”正是这时光的见

证者，见证的是吉林工业振兴与发展的八十载历程。老一辈

电力工作者们以毕生精力刻下“老变”的传奇故事和精神力

量，成为吉林大地上守护万家灯火的光明使者，指引着新时代

电力人与时俱进，薪火相传，不断为服务经济、服务人民踔厉

奋发、笃行不怠。

2021年1月1日，零时。城市在辞旧迎新的热情里缓缓走

进新的年代。汪新兵为爱人掩了掩被子，整理衣装出了家

门。开车驶向“老变”的这条熟悉的路上依旧有年轻人的欢声

笑语和夜阑珊的灯火闪烁，不再只有星光作伴。再过2个小

时，城市就将安静下来，而他要和战友们完成设备检修计划，

这是变电站工作的常规操作。烧开的水沸腾着涌进那盏草绿

色的茶缸，温润了汪新兵的手掌和面颊。战友们陆续到岗，城

市睡去，时间刚刚好，汪新兵起身和战友们踏进夜色。这夜色

是一幕电影，时间便是电影摄影机，将汪新兵身后的画面定格

在那盏草绿色茶杯上的红五星和“长一变”……

“老变”新闻故事连载之四

““老变老变””::吉林大地上的吉林大地上的““光明使者光明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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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芳华绝代，岁月鎏金。

在79年征途中，“老变”见证了旧中国到新中国的改天

换地，见证了百废待兴到强电兴国的筚路蓝缕，也见证了中

国高速发展到高质量发展的波澜壮阔。

2008年，长春电网售电量首次突破百亿大关；到2018

年底，售电总量翻番，完成百年百亿、十年二百个亿的快速

飞跃。已成为吉林省电网的枢纽和负荷中心，东北电网北

电南送的重要通道。

让“老变”闪光，他们能源转型争排头，着力构建以电为

中心的绿色智慧能源网；

把“老变”发扬，他们合作共赢争排头，深入推进“万人

助万企”，落实“走万企、解难题、送服务”助力吉林经济振兴

行动；

为“老变”赋新，他们产业升级争排头，坚持外延发展和

内涵发展并重，建设坚强智能长春电网。打造能源互联网

生态圈，构建“大平台+多生态”资源聚合模式，最大限度催

生经济价值、贡献社会价值。

站在“十四五”的宏伟蓝图下，全体吉电人将继续传承

红色血脉、践行使命担当，为全省全面实施“一主六双”高质

量发展战略助力赋能，汇聚推动吉林振兴发展的磅礴力量！2019年央视春晚分会场保电现场

国网长春供电公司员工对海河66千伏输变电工程进

行挂线作业

遗失声明
●丁秀莲将土地登记审批表

丢失，编号NO.21-05-75,房屋坐
落于兰家镇马家村薛家屯、面积：
44.9平方米，声明作度。●刘海波将律师证遗失，执业
证号：12201200510741278，声明作
废。●杨骥将律师证遗失，执业证
号：12201201111303615，声明作废。● 刘 雪 彬
41080219891208004X 身 份 证 丢
失，声明作废。●大安市财政会计核算中心
不填将公章遗失，公章防伪编码：
2208820004364，声明作废。●王立岩将国家安全机关人
民警察证丢失，号码：22000378，有
效期：2026 年 5 月 31 日，声明作
废。●孙靖棋将身份证丢失，号码
为 220122199301040942，声明作
废。●长春市家家乐农资商店将
银行开户许可证遗失，核准号：

J2410039578701， 账 号 ：
0710507011015200000455，开户银
行：吉林双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土顶支行，声明作废。

● 胡 洋
(220283198306120769）将导游证
遗失，证号:PE38962B，声明作废。

●王德山将131327号存档手
册丢失，声明作废。

●吉林省四平市人民检察院
将票据丢失，票据名称：缴款书（机
打 ），票 据 编 号 ：000197698—
000197702、000197933，共计六份，
特此声明。

●王新将警官证遗失，警号：
107688，声明作废。

●王帅棋将身份证丢失，号
码：220104200209090616，有效期：
2017.08.07—2022.08.07、
2021.02.09—2031.02.09，声明作
废。●刘玉德（曾用名刘立德）为净

月高新区玉潭镇东升村七队屯居
民，因不慎将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
长净土集建1997字第9107364号，
建筑面积72.2平方米，特此声明。●金小晶将长春工业大学学生
证丢失，学号：20193539，声明作废。

债权债务清算公告
长春市十一高中分部拟办理注销登记，

请相关债权人45日内持证明材料到本单位清
算组申报债权，处理有关事务。逾期不办理
的，按相关法规处理。

联系人：崔岚 电话：0431-87612106
地址：长春市绿园区景阳大路2666号
特此公告。

长春市十一高中分部
2022年2月25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许可证公告
一、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建设街营销服务

部机构名称已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建设街
营销服务部”变更为“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活
力城营销服务部”。

二:变更后许可证刊载内容如下：
（一）机构名称：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活力

城营销服务部
（二）机构住所：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重庆路与大经路交会活力城

1607号
（三）机构编码：000018220102004
（四）联系电话：0431-81177833
（五）批准日期：2014年11月05日
（六）业务范围：人民币和外币的各种人身保险业务，包括各类人

寿保险、健康保险（不包括“团体长期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保
险业务；办理各种法定人身保险业务；代理国内外保险机构检验、理赔
及其委托的其他有关事宜；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业务；经保险监督管理
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公 告
本公司具有项目管理咨询、造价、监理、招标代理（全甲级）、设计

等资质，业绩种类众多。为更好地在吉林省开展业务，现面向松原、白
城、延边州等省内各市县（区）寻求业务合作单位；同时在以上各地招
聘项目管理专业技术人员多名，人品优秀，具备同行业工作经验者优
先，待遇面谈。

联系人：姜经理 联系电话：18004314444
中建山河建设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2022年2月22日

公 告
王焱同志：

您好！您自高新开发区支行2013年成立至2020年11月未能正
常到岗工作，2020年11月10日到岗工作后，于2020年11月24日再次
请休事假7天，事假到期后至今并未返岗工作，按照《吉林银行劳动合
同管理办法》第四章第二十八条第二项第5点的规定：连续旷工三个
工作日或一年内累计旷工时间达五个工作日的，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特此通知！
联系人：逯馨谣 联系电话：18143065052

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开发区支行
2022年2月25日

公 告
赵可欣同志：

您好！您自高新开发区支行2013年成立至2021年9月未能正常
到岗工作，也未履行请休假手续。按照《吉林银行劳动合同管理办法》
第四章第二十八条第二项第5点的规定：连续旷工三个工作日或一年
内累计旷工时间达五个工作日的，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特此通知！
联系人：逯馨谣 联系电话：18143065052

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开发区支行
2022年2月25日

减资公告
吉林省森河生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912201047561938267法定代表人单明臣），
经股东（大）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
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民币5000万元
减少至人民币3000万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

起45日内，债权人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
或提供相应担保。

联系人：于微 联系电话：13341492923
联系地址：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珠海路

总部基地
特此公告。
吉林省森河生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22年2月24日

长春仲裁委员会公告
蔡阳：

本会受理吉林省傲企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蔡阳代理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会长仲字[2022]第0001号应裁通知书及

相关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

长春仲裁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