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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项城市抢抓机遇，全力打造经济发展新引擎，
取得了显著成效。2018年，预计全市完成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134.1亿元，增长8.8%；完成工业税收6.1亿
元，增长 31.3%，税收超 1000 万元的企业达 8 家；工
业用电量4.3亿千瓦时，增长18%。

项城市围绕培育壮大医药、食品、纺织服装三个主
导产业，积极实施内引外联、延链补链，实现招商引资
质量和体量大突破。在医药产业方面，乐普药业二期工
程建成后，年产值可达100亿元；康达药业二期工程正
在加快建设；在食品产业方面，发展大健康产业，带动
高附加值食品产业发展。

该市大力发展纺织服装产业，引导产业向规模化、
品牌化发展，先后引进庄吉服饰、梦尔罗等全国知名企
业入驻。特别是原有的劳保服装企业北极星通过与庄吉
服饰合作，实现了转型发展。

项城市围绕周口“满城文化半城水，内联外通达江
海”的中原港城定位，把临港经济作为跨越发展的新引
擎，引进全国民营100强企业浙江和润集团，投资30亿
元建设粮油仓储物流、大豆油加工、大型综合物流港。
同时，还利用产粮大县优势，积极与中原粮食集团合
作，成立中原粮食集团项城有限公司，建设粮食产业园
区，实施粮食物流智能化仓储体系、中央厨房、秸秆综
合利用项目建设。

展望未来，项城市委书记刘昌宇信心满满：“我们
将发挥优势并坚持实施工业强市战略不动摇，以建设
医药、食品、纺织服装三个百亿元产业集群和发展临
港经济为发展目标，抢抓机遇，大干、苦干、实干，
通过2年至3年努力，力争实现工业增加值300亿元以
上的目标。”

河南项城：

壮大三个百亿元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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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方式、夯基础、调结构……吉林
正努力从传统产业向蓬勃发展的新兴产
业等多业支撑结构转变。日前，吉林省
正式推出“一主六双”产业空间布局专
项规划，提出“长春经济圈”要率先打
造 2 万亿元区域经济体等一系列规划，
全面对接东北振兴战略。

新布局促新产业发展

据介绍，吉林“一主六双”产业空
间布局，主要包含13个专项规划，“一
主”即《长春经济圈规划》；“六双”包
括“双廊”“双带”“双线”“双通道”

“双基地”“双协同”。“双廊”即《环长
春四辽吉松工业走廊发展规划》和《长
辽梅通白敦医药健康产业走廊发展规
划》；“双带”即《沿边开发开放经济带
发展规划》和《沿中蒙俄开发开放经济
带发展规划》；“双线”即《长通白延吉
长避暑冰雪生态旅游大环线发展规划》
和《长松大白通长河湖草原湿地旅游大
环线发展规划》；“双通道”即《长白通
(丹)大通道发展规划》 和 《长吉珲大通
道发展规划》；“双基地”即《长春国家
级创新创业基地专项规划》和《白城国
家级高载能高技术基地建设规划》；“双
协同”即《长春吉林一体化协同发展规
划》和《长春—公主岭同城化协同发展
规划》。在“一主六双”产业空间布局
中，新兴产业集群轮廓初现，拉动作用
强劲。2018 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增
速逐季提高，全年增长4.5％。

“一主六双”产业空间布局是吉林省
全面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五大发展理念，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
设，全方位对接东北振兴国家战略，再造
汽车、石化、农产品加工三大支柱产业新
优势，努力把先进装备制造、医药健康、
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成为新的支柱产业，
大力培育新能源汽车、光电信息、生物制
造、卫星及航天信息、通用航空、新材料、
人工智能及机器人、大数据等一批战略
性新兴产业，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描绘的
宏远蓝图。

推动同城化协同发展

吉林省发改委主任安桂武介绍说，
从城市经济区域发展角度看，“一主六
双”产业空间布局突出了长春市与吉林

市的一体化发展，长春与公主岭市的同
城化发展。长春、吉林是吉林省的第
一、第二位城市，两市主城区距离 80
公里，户籍人口 1164 万，占全省的
45.4%；地区生产总值8833亿元，占全
省的58%。通过一体化发展，长吉地区
将成为东北全面振兴发展的重要增长
极、我国新型城镇化融合发展示范区、
我国面向东北亚开放合作核心区和我国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预计到 2025
年，长吉地区生产总值可达到 1.5 万亿
元以上。根据“规划同筹、交通同网、
信息同享、市场同体、功能同步、科教
同兴、旅游同线、环境同治”的要求，
吉林按照五条路径推动“一体化”建
设。一是产业发展一体化，二是基础设
施一体化，三是生态环保一体化，四是
公共服务一体化，五是社会管理一体
化。按照规划提出的实施 170 个大项
目，估算总投资额超过3700亿元。

长春与公主岭地域相连，经济社会
发展一直联系紧密，推动同城化协同发
展能够快速提升区域综合竞争力，将其
建设成为世界级汽车产业发展集聚区、
中部创新转型发展引领区和城乡统筹协
调发展示范区。按照“同城化起步、一
城化提升”的原则，把握联动、集群、
融合三个关键，长春与公主岭以体制机
制改革和创新转型发展为动力，综合采
取委托管理、利益共享、税收分成等政
策举措，合力推进基础设施、产业布
局、公共服务、生态治理、城市规划

“五统一”。

做大做强“长春经济圈”

长春市常务副市长王路介绍说，按
照省委、省政府相关决策部署，“长春
经济圈”建设由长春市牵头编制规划和
推动落实。“长春经济圈”规划区域主
要包括长春市、吉林市、四平市、辽源
市、松原市、公主岭市、梅河口市，共
35个县(市、区)。区域国土面积占全省
48.6%，常住人口占全省74%，GDP总
量占全省 84%，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省
78%，是吉林省城镇最密集、高教资源
最丰富、经济发展最活跃、城市综合承
载能力最强的区域。同时，“长春经济
圈”辐射范围包括哈尔滨都市圈、沈阳
经济区、蒙东地区，以及俄罗斯、日
本、韩国、蒙古等东北亚国家。

在具体布局和实施路径上，“长春
经济圈”将重点推进“一主”“两翼”

“三环”“多射线”协同互动。一是增强
“一主”辐射带动力。以长春为主要区
域，进一步拉开发展框架、拓展战略纵
深、壮大规模总量、强化辐射带动，全
力做大做强“长春经济圈”核心区。二
是深化“两翼”融合发展。加快推动长
春公主岭同城化协同发展，重点打造长
春—公主岭经济合作区和建设长春—四
平、长春—双辽两个协同发展带；加快
推动长吉一体化协同发展，共同建设

“长吉大都市区”。三是强化“三环”跨
区域合作。即由环长四辽吉松工业走廊
构成的省内共建合作大环线，由沈阳经
济区、哈尔滨都市圈、蒙东地区等构成
的东北区域合作大环线，由俄罗斯(远
东地区)、日本、韩国、蒙古等国家构

成的东北亚国际合作大环线。四是构建
“多射线”开放合作格局。重点打造 6
条向外辐射线，即长吉珲日辐射线、长
辽丹渤辐射线、长平沈京辐射线、长平
蒙辐射线、长松满俄德辐射线、长余哈
俄辐射线。

规划提出，到 2025 年“长春经济
圈”要实现“七个率先”：率先打造 2
万亿元区域经济体、率先构建现代化产
业体系、率先建成创新转型核心区、率
先实现数字经济发展新突破、率先走上
城乡融合发展之路、率先创建全方位开
放合作格局、率先推动生态环境总体改
善。总体上，围绕建设国家级创新创业
基地，长春市将打造“1+3”格局的

“双创”空间架构，即以区域“双创”
基地为基础，以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
3个专业“双创”基地为支撑。

布局“一主六双”产业空间

吉林：新兴产业集群轮廓初现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己平

吉林省推出“一主六双”产业空
间布局专项规划，全方位对接东北振兴国家战略，再造汽
车、石化、农产品加工三大支柱产业新优势，努力把先进
装备制造、医药健康、文化旅游产业打造成为新的支柱产
业，大力培育新能源汽车、光电信息、生物制造、卫星及
航天信息、通用航空、新材料、人工智能及机器人、大数
据等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

据新华社电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
展改革委联合印发的《长江保护修复攻
坚战行动计划》 提出，到 2020 年底，
长江流域水质优良 （达到或优于Ⅲ类）
的国控断面比例达到 85％以上，丧失
使用功能（劣于Ⅴ类）的国控断面比例
低于2％。

行动计划还提出，到 2020 年底，
长江经济带地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黑臭
水体消除比例达 90％以上，地级及以
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优良比例
高于97％。

行动计划提出了强化生态环境空间
管控，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排查整治排

污口，推进水陆统一监管；加强工业污
染治理，有效防范生态环境风险；持续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遏制农业面源污
染；补齐环境基础设施短板，保障饮用
水水源水质安全；加强航运污染防治，
防范船舶港口环境风险；优化水资源配
置，有效保障生态用水需求；强化生态
系统管护，严厉打击生态破坏行为八项
主要任务。

行动计划的重点区域范围为沿江上
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
湖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 11 省
市范围内，以长江干流、主要支流及重
点湖库为重点开展保护修复行动。

确保2020年长江水质优良断面占比85％以上

本报讯 记者马玉宏从青海省农
业农村厅获悉：日前印发的 《青海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长江青海段
水生生物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 提
出，到2020年，全省长江流域国家级
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等重点水域实现
全面禁捕，保护区建设和监管能力显
著提升，保护功能充分发挥；重要栖
息地得到有效保护，重点地区生态环
境修复取得实质性进展，水生生物资

源得到恢复性增长。
《实施意见》以落实保护优先，在强

化生态修复，系统保护修复为原则的基
础上，主要开展渔业水域生态修复，开展
濒危物种保护行动，加强水域生态环境
保护，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加强执法监
管。到2035年，青海长江流域段生态环
境得到明显改善，水生生物栖息环境得
到全面保护，水生生物资源显著增长，水
域生态功能有效恢复。

本报讯 记者郑明桥 柳洁、通讯员
孙伟 徐韬剑报道：保护长江生态环境，
武汉市进一步加大力度打击长江流域涉
江犯罪。2月11日，节后上班第一天，武
汉市公安部门出台新规，所有长江涉江刑
事案件，武汉水上警方分管副局长、刑侦
大队长必到现场指导、督办，并实行每月
侦破工作通报排名。

近年来，武汉市贯彻落实长江大保护
战略部署，严打长江涉江犯罪，成功侦破

“2016.3.16”全国首例控制水域垄断采砂
涉黑案、“2017.2.24”长江流域打击非法
采砂首案等一批要案、典型案件。2018
年，武汉水警与水务部门开展大、中型水
上联合巡查整治48次；与有关部门合作，
畅通涉砂案件取证、鉴定渠道。同时，武
汉水警自主研发了“武汉水警工作平台”，
连通沿江高清高点视频监控49个，全方
位收集、研判涉砂案件线索；组建“快反”
机动队，对非法采砂活动快发现、快抓捕。

青海长江流域将实施全面禁捕武汉严打长江干流涉江犯罪

2 月 12 日 8 时 11 分，一
台挂有“扶贫先锋号”字样
的电力机车牵引着 5633 次

“慢火车”停靠在四川凉山州
尼波站，彝族旅客衣火五沙
和他的老乡将堆码在站台上
的 4800 余斤土豆快速搬上
车厢。

今年春运，成昆铁路第
一台青年“扶贫先锋号”机
车从西昌出发，穿越大凉山
奔驰在燕岗至攀枝花 589 公
里的成昆铁路上，这是中国
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西
昌机务段积极响应国家精准
扶贫政策，专门为成昆铁路
5619/20、5633/34 次两对扶
贫小慢车打造的精品牵引机
车。车内值乘人员全部为业
务 熟 练 、 技 术 精 湛 的 青 年
人，平均年龄在 28 岁左右，
这也开启了成昆铁路小慢车
牵引的新时代。

2019 年春节，成昆沿线
大量少数民族旅客乘坐小慢
车探亲甚至嫁娶，加之冬雾
季节瞭望条件受限，铁路交
通安全风险增大。作为该精
品牵引机车包乘组，成员们
熟悉掌握成昆铁路沿线村落
和集市分布情况。为确保行
人 和 行 车 安 全 ， 运 行 到 集
市、村落与铁路线相近的区
段，他们都会采取预防性鸣
笛和双岗瞭望等措施，防止
列车与行人、机动车或牛羊
等牲畜碰撞发生事故。

春运期间也是二、三月份大凉山土豆收获和销售季
节，“扶贫先锋号”包乘组认真落实“全程保畅抢点”
和“灵活精准对标”要求，为小慢车在站台停靠和群众
上下货物多争取时间。

小慢车运行区间弯道多、坡度大，运行点比较紧
凑，青年司机在操纵时灵活使用机车“磁场削弱”技
巧，对调速时机、下闸位置、线路情况、辅助制动等技
能熟练运用，对成昆铁路“锅底形”“鱼背形”等变坡
点，“平道变上坡”“平道变下坡”等起伏线路的特殊操
纵技巧烂熟于心，实现小慢车全程“贴线跑”。全程

“抢点”能够“人为”压缩运行时间，尽可能地提高运
行速度，为旅客争取更多的停站时间。

节日期间，几乎每隔一两天少数民族旅客就会背着
大批农副产品外出“赶场”，“赶场”的收入是这些家庭
基本生活的主要来源。为了让彝族同胞多卖出一份农产
品、多增添一份收入，小慢车通过各种方式帮助老乡运
输农副产品。为此，执乘小慢车的火车司机就需要根据
站台人数和日常彝族同胞乘车习惯来衡量车厢人数和装
货位子，从而更加精准地对标停车。

“在车站停靠的时候，司机需要向前或者向后适当
调整停车位，避免列车中部几个车厢人员集中‘超
载’。”西昌机务段“扶贫先锋号”包乘组指导司机孟延
辉介绍，由于成昆沿线小站的站台长度各不相同，司机
通过灵活调整停车位置，最大程度地方便老乡将站台堆
码的货物搬运到车厢内，在搬运物品时不至于拥堵，既
能节约乘降时间，也能确保上下车安全。

此外，该机务段还把“扶贫先锋号”翻译成彝文，
贴在机车两侧，同时邀请彝族文化培训老师为青年司机
讲授彝族文化和日常礼貌用语，让彝族旅客乘坐更方
便、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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