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启全面振兴新征程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己平 董碧娟

8 月 19 日，一汽—大众在长春市
农安县投资17亿元建设的汽车试验场
正式投入使用，标志着这家每年创造
300 多亿元利润的中德合资企业，继
去年新建成奥迪 Q 工厂后，再一次发
力。一汽—大众系列车型，在国际化
的道路上向前疾驰。

中国一汽是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史
上一座不可磨灭的丰碑，是中国汽车工
业的开拓者与领跑者。1953年7月15
日，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隆重举行，一
汽人在茫茫荒野上夯实中国汽车工业
第一根基桩，也为自己注入了“争第一、
创新业、担责任”的基因。曾经，第一代
红旗研发者在“乘‘东风’，展红旗”的群
情振奋之下，造出了中国人自己的红旗
轿车。此后，伴随改革开放的脚步，中
国一汽消化吸收国外先进经验，夯实基
础，开发出拥有全部自主知识产权的红
旗世纪星中高级轿车，迎来了中国轿车
崛起的收获季节；中国一汽潜心研制红
旗检阅车、红旗礼宾车，用完全自主研
发、拥有全部知识产权、具有世界领先
水平的高级轿车为祖国献礼。

一汽实现了“中国制造”从弱到
强。轿车系列，新一代红旗研发者以
L5、H7、H5 等产品续写经典，取得了
三项实质性技术创新成果和一项集
成创新成果；研制了具有划时代意义
的解放 J3、J4 产品，开启中重型卡车
时代；J5 奥威重卡的顺利下线，完成
了一汽向重型卡车结构调整的完美
过渡；历经 6 年完成解放 J6 自主开
发，攻克重型卡车技术难关，问鼎国
际领先水平；以解放 J7 下线开启智能
制造新传奇……因为一汽，长春成为
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从新中国第
一辆轿车诞生，长春就被誉为“汽车
城”。经过 50 多年的发展，汽车工业
已经成为长春市第一大支柱产业。

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末，长春市
拥有一汽大众、一汽轿股、一汽解放、一
汽丰越、一汽红旗、一汽客车等整车企业
6户、专用汽车企业13户。自德国大众
进入长春以来，日本丰田、马自达等相继
进入长春合资建厂或合作发展。2018
年，长春属地整车产销量分别实现276.8
万辆和279.6万辆，完成汽车工业总产

值6097.6亿元，比上年增长5.9%。
伴随新能源汽车风起云涌，2018

年，长春市本地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为
7675辆和6746辆；新开发的纯电动商
务物流车已批量投放市场。

自主创新能力继续加强。吉林大
学汽车学院汽车动态模拟试验室在
混合动力汽车研发方面取得了较多
科研成果；长春市已有汽车企业技术
中心 42 户，其中国家级技术中心 3
户，一汽集团技术中心处于国内领先
地位，启明信息汽车电子工程技术中
心在车载、车控研发方面具有较强实
力，德国大陆汽车电子公司电子技术
中心在车控技术方面已处于国际领
先地位。

产业集群发展优势进一步凸显。
长春市汽车产业稳步发展，已形成了汽
车开发区、朝阳汽车工业园区等以汽车
产业为主题的特色产业园区，集聚效应
凸显。打造了一汽动力总成园、富奥工
业园、吉通工业园、轴齿工业园、一汽研
发园、北方汽贸城、汽车文化园等一批
特色汽车产业园区。

7月下旬，吉林查干湖。
一叶叶竹筏划过，涟漪拨动了白云在

水中的倒影。清风徐来，筏子上的游客们
举目眺望，沉浸在无边的美景中。

49岁的赵中晓是吉林松原前郭尔罗
斯蒙古族自治县西索恩图村村民，已经在
查干湖上撑了10多年的船。“早先都是手
划，晚上回到家胳膊酸痛得都放不下，现
在船都改成电动的了，我们只用桨调整方
向，轻松很多。以前干一天只赚几十块
钱，现在一天下来能拿到180多元。”赵中
晓告诉记者。

曾经，赵中晓的同村人要么外出打
工，要么就靠捕鱼和种地为生。随着查干
湖生态旅游开发越做越好，村里人不再背
井离乡去打工，而是在家门口就找到了工
作：撑船、卖东西、做服务员……离家近
了，收入多了，日子过得更舒心。

赵中晓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我现在
靠撑船一个夏天就有 2 万元到 3 万元的
收入，到了捕鱼季又去渔场打工，加起来
一年大概六七万元收入。我媳妇在附近
的一家饭店当服务员，一个月2700元工
资。全家一年下来能有10万多元收入。”

“我们村有100多本地户，基本都像
我们一样在附近打工。这里游客越多，我
们的收入越高。”赵中晓说。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村民收入
增多离不开查干湖区域生态保护和发展
协调并进。

查干湖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有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我们计划用3年时间，在
沿湖可视范围内实现 4866 公顷土地还
林、还湿、还草，重点开展中草药、梅
花、林果和水生植物种植。届时，将减
少查干湖周边农田化肥农药使用量四分
之三以上，减少农药使用量13吨，化肥
使用量2737吨，有效促进查干湖区域生
态环境持续改善。同时，逐步实施查干
湖湿地恢复、查干湖流域水污染防治、
生态移民等工程。”

在大力度保护生态的同时，查干湖的
旅游开发也呈现出如火如荼之势。塔虎
城大辽文化苑项目、莲花水世界项目、水
世界综合体项目、旅游商品生产基地项
目、演艺中心项目都在加速实施或酝酿。

“我们会继续正确处理好开发和保护
的关系。”这位负责人表示，他们将在原
4A级旅游景区基础上，完善旅游景区配
套服务设施、交通、游览、安全、卫生、邮
电、购物、综合管理、旅游资源与环境保
护、旅游景观质量十个方面，提升景区形
象，创建查干湖 5A 旅游景区，进一步做
大做强旅游产业。

汽 车 城 撑 起 一 片 天

查干湖保护与发展并进

编者按 作为老工业基地和粮食基地，吉林曾经为新

中国的建设贡献了众多“第一”。在新的历史发展条件下，

吉林努力成为新的排头兵。

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吉林产业转型升级捷报频传，农

业现代化加快推进，生态保护亮点纷呈，开放发展更进一

步，正在努力“走出一条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结构更优、优

势充分释放的发展新路”。向“高精尖新”跃进，吉林正在成

为创新乐土、产业高地、生态宝地，开启全面振兴新征程。

7月下旬，吉林大地满目翠绿，农民们沉
浸在丰收的喜悦中。

记者来到延边州和龙市东城镇光东村水
稻监测中心，映入眼帘的大屏幕上分屏实时
显示多处稻田监控图像。光东村第一书记玄
杰告诉记者：“为了更好地了解掌握水稻长
势，光东村积极发展智慧农业。2017年，光
东村水田地中设置田间自动气象、虫害监测
仪，将全村171 公顷水田纳入质检系统，24
小时全方位监控水稻生长环境，包括气象指
标、土壤指标、水温和pH酸碱度等。”

吉林省地处世界三大黑土区之一，由此
成为中国重要商品粮生产基地，同时也承担
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责任。玉米和水
稻是吉林省两大主粮。吉林省农业农村厅有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2018 年吉林粮食总产
量实现726.6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700亿斤
水平，继续位居全国前列。吉林大米每年带
动农民增收10 亿元以上。”特别是人均粮食
占有量居全国第二位，因此粮食商品率、粮
食调出量、玉米出口量连续多年居全国
首位。

吉林省省长景俊海在2019年政府工作报
告中提出，吉林省努力成为现代农业的排头
兵。为此，在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
面持续发力。其中，新建成高标准农田 200
万亩，累计调减籽粒玉米560 万亩，进一步
优化了种植结构，加快现代农业产业基础设
施建设，培养新型职业农民，推广绿色提质
增效新技术新模式，秸秆还田保护性耕作力
争突破1000万亩等。

全国粮食生产十强县中吉林省占 7 个，
为粮食安全作出重大贡献的粮食大县也在调
整种植结构。

记者走进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高家村村
民康国军的蔬菜大棚。“我有5个大棚，主要
种豆角、茄子。种植的蔬菜无公害、味道
好、不愁卖，一年下来纯收入 12 万元左
右。”康国军告诉记者。如今，全县棚膜经济
迅猛发展，棚室总面积达到31000亩，省级
标准化棚膜园区达到26个，高标准农田165
万亩，综合机械化水平已达92%。

梨树县和光东村绿色、创新的农业实践
折射出吉林绿色粮仓新风貌。近年来，吉林

大力实施特色资源产业提升计划，加快发展
设施园艺和人参、食用菌、杂粮杂豆等高效
特色经济作物，已经创建认定抚松人参、汪
清黑木耳、洮南绿豆 3 个国家级特优区，通
化蓝莓、黄松甸黑木耳等 10 个省级特优
区，特色主导产品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持续
提升。

与此同时，农产品加工业不断做大做
强。目前，吉林农产品加工企业已发展到
6512家，省级以上龙头企业达到530家，每
年建设 3000 万元以上农业产业化重点项目
100 个以上，农产品加工业产值年均增速保
持在 5%以上。如今，吉林近 50%的玉米、
80%的稻米、60%以上的畜禽产品都要经过
加工转化。

在大力推进适度规模经营方面，吉林充
分发挥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引领作用，重
点推广土地托管、股份合作等主导模式，规
模经营持续扩大。目前，吉林家庭农场已发
展到 2.7 万个，比 2015 年增长近 1 倍。农民
合 作 社 发 展 到 8.9 万 个 ， 比 2015 年 增 长
42.5%。

现 代 农 业 保 障 大 粮 仓

停运 9 年的中俄珲马铁路实现双向
常态化运营；“长满欧”国际货运班列业务
量爆发式增长；长春跨境电商出口业务量
进入全国前五名……近年来，一系列可喜
的变化在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不断
涌现。

长吉图是我国图们江区域的核心地
区，主要包括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市部分
区域和延边州。“自 2009 年国务院批复

《中国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规划纲要——
以长吉图为开发开放先导区》以来，吉林
省委省政府始终把长吉图战略实施作为
吉林省开放发展的‘金字招牌’。”吉林省
发改委长吉图规划协调处处长程宪华告
诉记者。

党的十八大以来，长吉图加速成为我
国沿边开发开放的重要区域和面向东北
亚开放的重要门户。“向东不断加强与俄
韩日等国的务实合作；向南主动融入环渤
海经济圈、对接京津冀协同发展；向西开
放拓展了与中亚、欧洲经贸合作的空间；
向北努力打造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
和中蒙俄经济走廊重要支撑区。”程宪华
说，长吉图目前已初步形成了以长春为开
放引领，以珲春为开放窗口，陆海联动的
开放空间格局。

“国家先后在长吉图区域批准设立了
珲春出口加工区、长春兴隆综合保税区、
珲春国际合作示范区、珲春综合保税区、
和龙边境经济合作区、长春新区、吉林保
税物流中心等国家级重点开发开放平台，

培育建设了中新吉林食品区、中俄科技
园、中白产业园、中德工业园等国别产业
合作园区，提升了长吉图先导区对外开放
整体水平。”程宪华介绍。

对外经贸合作也更加密切。2017年
9月份，第十一届中国—东北亚博览会在
吉林举行，展会吸引了来自116个国家和
地区的境外客商近万名，对外贸易成交额
达8.37亿美元，同比增长4.5%。

长吉图在体制机制创新上不断先行
先试。比如，率先在珲春开展“出境加工
复进境”业务，实施珲春市边境旅游异地
办证业务，鼓励境内银行机构、支付机构
依法合规开展跨境电子支付业务。在对
外经贸体制机制创新方面，将电子口岸、
国际货运代理、自动进口许可证等实行一
个窗口办理，全省口岸实现了口岸货运检
查“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

在内陆开放高地体制机制创新方
面，按照“应放尽放、应接尽接”的原
则，长春市把 2000 多项市级管理权限
下放长春新区。在长春兴隆综合保税区
构建了先行先试政策体系，制定落实了
25条海关政策和进口商品检验检疫转检
直通政策。

下一步，吉林将通过构建东北亚地区
国际交通物流枢纽，推进边（跨）境合作区
建设，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深化与周边
国家经贸合作，推动东北地区联动开放发
展，把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建成东北地
区对外开放的示范区。

长吉图开发开放展新姿

查干湖大力保护生态，走出了一条保护与开发协调发展的新路。
本报记者 董碧娟摄

吉林通用机械公司流水线上的手臂机器人拿取零部
件。 新华社记者 张 楠摄

吉林长春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轿车一厂总装三车间内，职工在进行车辆装配作业。
新华社记者 许 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