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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不移稳增长
本报讯（记者于小博）

8月 5日，省委副书记、省

长韩俊就双创工作开展调

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

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

政府部署要求，进一步完

善措施、搭建平台、营造生

态，深入持久推进双创工

作，加快创新型省份和人

才强省建设，为吉林振兴

注入强大动力。

值长光所建所 70周

年之际，韩俊走进长春光

机所青年双创基地，详细

了解双创工作开展情况，

仔细察看智能采摘设备、

OLED 显示材料、无人机、

多光谱相机等科研成果转

化情况。他指出，要发挥

长光所作为国际一流精密

仪器与装备研发机构的优

势，加大平台资源整合力

度，更好衔接市场需求，努

力在科研成果就地转化和

发展光电信息产业上取得

突破，在以科技创新为核

心的“研产学并举”发展道

路上迈出更加坚定的步

伐。

调研期间，韩俊主持

召开座谈会，听取21位双

创平台代表、创业团队代

表、高校及科研院所负责

同志意见建议。他强调，

激发创新创业活力，对于

建设创新型省份、稳定扩

大就业、构建产业发展新

格局意义重大。一要推动

双创成为建设创新型省份

最活跃的力量。既要发挥

光机所、应化所、吉大、一

汽等大院大所大校大企的

骨干力量，又要推动“草根

创业”，孕育更多科技型企

业，培育更多“专精特新”

和小巨人企业。二要推动

双创成为构建现代产业格

局、提升全产业链现代化

水平的有生力量。围绕汽车、农业、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产

业、优势产业，提高孵化器服务孵化能力，进一步延伸产业链、

拓展价值链，加快形成多点支撑、多业并举、多元发展的产业

发展新格局。三要推动双创成为吸引人才、扩大就业的蓄水

池。加强双创群体关怀激励，充分挖掘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

潜力，支持省内科研人员创业，坚持以创业带动就业，形成创

业就业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四要推动双创平台优化升级。

发挥大院大所大校大企主体作用，打造一批众创空间、创新联

合体、企业孵化器等双创平台，为市场主体提供全方位、全要

素、全链条的创新创业服务。五要打造良好的双创生态。面

向全社会青年人才创新创业需求，落实好企业场地提供、项目

支持、资金支持、税收减免等支持政策，让政策红利精准惠及

青年创新创业者，为青年人提供更多投入双创的机会，鼓励青

年人敢创敢试。举办“双创沙龙”等活动，畅通政府、院校、企

业与双创主体对接合作。组织双创主体进校园，讲好创新创

业模范人物故事，宣传推介好创新成果，努力营造崇尚双创的

良好氛围。

调研期间，韩俊出席了长春光机所青年双创基地启动仪式。

吴靖平、安桂武参加有关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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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闫虹瑾）我省坚持把“菜篮

子”稳产保供摆在突出位置，强化1亿元设

施园艺专项奖补资金引导作用，有序推进棚

膜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力提升“菜篮子”供给

保障水平。截至7月份，全省新建30亩以上

“菜篮子”规模园区 42个；新建各类棚室

3.75万亩，其中标准棚室1.31万亩；累计撬

动社会投资2.44亿元；“菜篮子”应急保障

基地由55家扩增到107家，地产蔬菜应急保

障能力大幅提升。

强化地方首责，严格落实“菜篮子”市

长负责制。为推进全省棚膜经济高质量发

展，省政府成立全省“菜篮子”工作领导小

组，农业农村、发改、商务、公安、交通运输、

市场监管等部门为“菜篮子”工作领导小组

成员单位。各市（州）、县（市、区）政府主要

领导挂帅，分管领导具体负责棚膜蔬菜生

产、产销衔接、流通运输、市场调控、质量安

全等各项工作。今年疫情期间，省、市、县

成立“菜篮子”工作专班，重点协调解决受

疫情影响导致的地产设施蔬菜生产资料种

苗运输受阻、蔬菜采收上市不畅、园区生产

用工短缺等突出矛盾问题。同时，将本轮

疫情防控期间各地“菜篮子”稳产保供工作

落实情况，纳入到第二期全省“菜篮子”市

长考核中。

立足风险挑战，建立健全“菜篮子”保障

运行工作机制。备春耕期间，我省针对“菜

篮子”物资运输难、蔬菜上市难以及生产用

工难等突出问题，紧急启动“菜篮子”工作运

行机制，每天调度各地“菜篮子”生产情况，

研判市场供给形势。省、市、县三级农业农

村部门开通24小时“帮农解忧热线”，主动

为农民纾难解困。实行层级化运行模式，定

期组织召开全省“菜篮子”工作调度会议，跟

踪地方政府属地责任落实情况，协调解决市

（州）蔬菜供给跨区域难题。组建“菜篮子”

工作小分队，赴问题矛盾集中地区现场办

公，提升问题解决实效，保障棚室蔬菜产得

出来、运得出去、卖个好价钱。

坚持“平战结合”，推进“菜篮子”应急

保障基地建设。为有效应对常态化疫情防

控影响，我省启动实施“百万亩棚室建设工

程”，省级财政每年安排1亿元设施园艺专

项奖补资金，按照“梯次提高补助比例”办

法，重点支持 30亩以上规模棚室园区建

设，提升全省“菜篮子”应急保障能力。在

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我省蔬菜仍

然实现产量79.48万吨、同比增长1.8%的

好成绩。

着眼生产实际，加强科技指导服务。省农

业农村厅紧盯农事活动安排和农民生产问题，

改变“大集中、大课堂、大培训”方法，创新“短、

平、快”服务指导模式，利用手机微信、微博、快

手、抖音等现代网络技术，开展内容丰富、形式

多样的“云上”培训服务。上半年，针对北方设

施棚室蔬菜生产的播种定植、果菜开花坐果、

瓜菜育秧嫁接、菌菇发酵接菌等农事活动，开

办“菜篮子”抗疫稳产农民夜校，邀请中国工程

院院士李玉等7位农业专家线上授课；创建“双

百共建”技术服务微信群，221位农业专家和蔬

菜生产主体在线答疑解惑；依托省电视台“乡

村四季”栏目发布技术服务微视频；累计培训

农民10.4万人次，全面提高设施蔬菜、水果种

植技能和生产水平。

新建30亩以上“菜篮子”规模园区42个“菜篮子”应急保障基地扩增至107家

我省棚膜经济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一江穿南北，半城山色新。

再访江城吉林，记者一行是带着“？”去的。

今年3月，江城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新冠

肺炎疫情突袭而来。在经历了艰苦卓绝的

战“疫”后，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严峻复

杂形势，吉林市能不能挺得住、站得稳？围

绕省委提出的“止跌、回升、增长”目标任务，

吉林市能不能铆足劲、拼到底？

沿江而上，依山而行，进厂房、下车间、走

田垄、到地头……几天来的走访与交流，我们

心中的“？”被逐一拉直，成为一个个“！”。

吉林市上半年主要领域经济指标呈现

快速恢复态势，规模工业增加值和固定资产

投资增速分别高于省量化目标8.9和6.4个

百分点。

支柱产业实现逆势增长，石化、轻纺、电

子行业实现两位数增长，34户省级以上“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产值增长20%。

上半年开复工5000万元以上项目384

个，开复工率95.8%，高于去年同期9个百分

点。规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17.2%。

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

我们看到的，是碳纤维生产研发基地不

眠不休的灯光，是北大湖度假小镇工地上穿

梭忙碌的身影，是林果小镇“万亩榛园”园主

信心满满的笑脸……

我们感受到的，是吉林市坚实的发展基

础没有变，振兴发展的强劲势头没有变，党

员干部群众的坚定信心没有变。

吉林市第十四次党代会提出：要加快推

进吉林市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再创老工业

基地新辉煌！

这座老工业城的坚实底气，其实从来不

曾丢失过。

沿江而上

——擦亮“新型化工城”的金字招牌

美丽的松花江畔，坐落着新中国“化工

长子”——吉林石化。

“一化鸣江城”。蜿蜒的松花江像一条

项链，沿江布局的化工厂是那项链上的珍

珠。60余年的峥嵘岁月，让一颗颗珍珠愈发

璀璨。

在吉林石化化肥厂，矗立着一块“背山

石”，展示着吉林石化“背山精神”创始人王

芝牛的事迹以及“为国分忧、勇于担当、牢记

责任、埋头苦干”的精神内涵。疫情期间，吉

林石化一边抗疫情，一边抓生产，万余名干

部员工坚守岗位，全封闭连续生产——“王

芝牛”身影再现。

吉化人挺身而出、逆势而行的担当，是

企业之魂，更是老工业基地再创辉煌的最大

底气。

要可持续发展，就要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今年2月，松江两岸的冰雪尚未消融，“化工长

子”迎来发展史上的重要时刻——投资339亿

元的吉林石化转型升级项目正式开工。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省单体投资最

大的工业项目。

“减油增化”，绿电替代，由粗加工走向

“高精尖新”；新建21套装置令生产规模翻

倍；打造化工大产业链，谋划相关项目120

个，超900亿元的投资正在路上……这是“化

工长子”的华丽转身，亦是江城瞄准高质量发

展，擦亮“新型化工城”金字招牌的大手笔。

把长板拉长，让优势更优，“新型化工

城”的大手笔不止于此。

7月5日，吉林化纤总投资103亿元的

6万吨碳纤维项目启动。“纤维行业竞争异

常激烈，脚步慢了就跟不上。”在碳纤维行

业摸爬滚打了近30年的吉林化纤董事长

宋德武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是一句流行语：

“时不我待！”

上半年，吉林化纤产值增长36%。到今

年年末，这个国内最大的碳纤维生产企业将

实现16万吨原丝产能、4.9万吨碳丝产能、

1.5万吨复材产能，再创碳纤维产品产量新

的巅峰。宋德武说：“实现了量的累积，才能

在国际市场上更有影响力，我们在碳纤维市

场上才更有话语权。”

有量的累积，当然也有质的提升。

今年5月，总投资5.2亿元的年产3万吨

碳纤维原丝油剂、6000吨上浆剂、3万吨环氧

树脂生产线项目落户“新型化工城”。项目建

成后可实现原丝油剂等关键助剂及高性能树

脂的国产化，碳纤维生产成本将大大降低，

“卡脖子”技术问题会得到有效解决。

依山而建

——培育冰雪经济发展新动能

“六山一水三分田”。吉林市有山，夏天是

绿水青山，冬天是冰天雪地，都是金山银山。

手握冰雪资源的江城人在下一盘大

棋——2021年11月11日，吉林市冰雪经济

高质量发展试验区挂牌成立，把北大湖体育

旅游经济开发区、松花湖风景名胜区、万科

松花湖雪场整合起来，成为全国唯一省级冰

雪经济高质量发展平台。

近年来，我省厚植冰雪优势，释放冰雪

红利，变“冷资源”为“热产业”，努力走好冰

雪产业发展之路。江城人发掘优势，在幅员

1353.9平方公里内打造冰雪经济发展的“样

板间”。

下好这盘棋，江城有底气。冰雪试验区

地处北纬43度世界滑雪黄金纬度，与北美

落基山脉、欧洲阿尔卑斯山脉并称世界三大

粉雪基地。冰雪资源得天独厚，冰雪场馆国

际一流，冰雪人才培养体系健全，冰雪产业

链完善……

乘缆车登高俯瞰，北大湖滑雪场尽收眼

底。不远有一处施工现场忙得火热，车辆穿

梭其中，工人埋头苦干，地基平台初显规模。

遥指施工现场，试验区党工委书记付彦

平不无自豪地说：“项目建成后，将增加37

条雪道，北大湖将拥有239公顷雪道面积，

成为亚洲单体雪场之最。”

冰雪试验区拥有目前亚洲最大的滑雪

综合服务大厅，雪道数量和总面积已位居全

国第一，上个雪季共接待游客115.33万人

次，旅游收入增长了42.5%。今年，冰雪试验

区计划开复工项目15个，总投资超126亿

元。仅从冰雪项目角度看，2022年开复工项

目就等同于以往历年的总和，相当于再建一

个北大湖。

规模化显魄力，细节处见文章。如何将冰

雪经济的“一季养三季”转变为“一季带三季”？

这也是江城人在“后冬奥时代”的“必答题”。

前不久，冰雪试验区首届草坪文化节成

功举办。露营帐篷、绿野仙踪音乐会、梦想

画布、草坪读书会、江城民族风、草坪集市等

活动，在拉动消费的同时，也丰富了夏季休

闲避暑旅游产品。

跳出冰雪谋划冰雪，“春游湖品鱼、夏露

营避暑、秋登山赏叶、冬滑雪泡泉”，江城人

思路廓开，创新“冰雪+”模式，打造全季、全

域、全链条旅游名片。 （下转第三版）

聚焦“止跌、回升、增长”目标，坚决稳住经济基本盘，强化“主引擎”，创造“新优势”，且看江城吉林——

再创老工业基地新辉煌的坚实底气
本报记者 于迅来 赵广欣 刘姗姗

经济发展看亮点经济发展看亮点

长太高速项目是我省高速

公路网“两射、一环、八联络”战

略布局中的重要干线通道。该

项目由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

团有限公司承建，于去年5月

开工，计划2023年11月建成通

车。图为项目建设现场。

本报记者 丁研 摄

7月，雨后初晴。

长白县百年红松林里，云雾缭绕，如梦如幻。

第一缕晨光穿过细密的树枝洒向大地时，一支支玲珑的

“不老仙草”——松杉灵芝，便在氤氲水汽中探出了身子。

一时，犬吠声弥漫了山谷。

汽车声、脚步声、交谈声渐起，一筐筐灵芝被运出深山。它

们将变成灵芝咖啡、灵芝茶以及各种保健品，被送往全国各地。

一座默默无闻的边陲小城——长白县，就这样从“老少边

穷”的大山深处“走”了出来。

寻踪野生灵芝 护航“中国种质”

素有“立体资源宝库”“长白林海”之称的长白朝鲜族自治

县，位于长白山南麓，鸭绿江上游。全境森林覆盖率达到

92%。作为全省唯一不通铁路也不通高速的边陲小城，虽然自

然资源丰富，经济发展却举步维艰。

怎么办？

“立足优势，发展优势，在自然资源上下功夫！”长白县初

心如磐，脚步笃定。

怎么干？

“借外脑，找外援，在科技上做文章，把林下经济做成全县绿

色支柱产业，拉动全域旅游，实现青山变金山！”（下转第三版）

大山深处炼“草”成“金”
——省农科院科技助力长白县产业振兴纪实

本报记者 毕玮琳 孙翠翠

新华社北京8月6日电 中央军

委办公厅日前印发《通知》，要求解放

军和武警部队认真组织《习近平谈治

国理政》第四卷学习使用。

《通知》指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

一项长期的政治任务。要将《习近平

谈治国理政》第四卷与第一卷、第二卷、

第三卷作为一个整体，组织官兵读原

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原义，深刻领会“两

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从

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

《通知》强调，要把《习近平谈治国

理政》第四卷纳入党委理论学习中心

组学习、领导干部理论轮训、部队思想

政治教育和院校政治理论教学，坚持

全面系统学、及时跟进学、深入思考

学、联系实际学，深入领会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意

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

深刻体悟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

观点方法。要在全面学习的基础上，

突出学好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学习

《习近平论强军兴军》、《习近平论强

军兴军（二）》、《习近平论强军兴军

（三）》和《习近平强军思想学习纲

要》，全面领会思想体系和精髓要义，

牢固确立习近平强军思想在国防和

军队建设中的指导地位。要组织广大

理论工作者深化研究阐释，军队新闻

媒体要加强宣传解读，推出系列文章、

评论言论、动态报道等，浓厚学习氛

围。各级领导干部要发挥示范带头作

用，坚持先学一步、学深一层，不断提

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

行力，运用自身学习成果搞好对基层

官兵的宣讲辅导。要大力弘扬理论

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在学懂

弄通做实上下功夫，全面加强部队建

设，全面加强练兵备战，坚决完成党和

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以实际行动迎

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通知》要求解放军和武警部队

认真组织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