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吉林一号”卫星在苍穹翱翔，

“红旗”轿车走向世界舞台，吉林大米

让中国人端稳自己的饭碗……这就

是今天的吉林。

党的十八大以来，吉林深入贯

彻新发展理念，统筹做好稳增长、促

改革、调结构、优生态、惠民生、防风

险、保稳定各项工作，推动经济社会

发展迈上新台阶。

创新提升发展质效

长光卫星技术有限公司是我

国首家商业遥感卫星公司。2015

年 10 月，长光卫星自主研制的中

国首颗商用高分辨率遥感卫星

“吉林一号”成功发射，拉开了中

国商业航天的大幕，标志着吉林

一个新的高科技产业诞生。

吉林坚定不移推动创新发

展，立足服务国家科技自立自强

大局，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着力建成以科技创新为

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

着力推进“数字吉林”建

设。吉林加快利用数字新技术

对传统产业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

改造，积极发展智能制造，大力推进产业数字

化、数字产业化，举全省之力支持一汽打造世

界一流企业，支持长春建设世界一流国际汽

车城，三次产业结构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

55.5∶27.4∶17.1调整到 12.6∶35.1∶52.3；持续抓

好“数字政府”建设，230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

“一网通办”，“吉事办”掌上服务事项达到 178

项，工程建设审批管理平台运行效率居全国

前列。

努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吉林大学研制

的“地壳一号”万米钻机使我国成为第三个拥

有该技术的国家，“吉林一号”卫星在轨运行

25颗，国内首台商用 12英寸全自动晶圆探针

台、世界最大口径碳化硅单体反射镜在吉林

省研制成功，大面阵、高灵敏度CMOS图像传

感器以及超高密度微小间距 LED显示器处于

国际领先地位，吉林科技活动产出指数从

2015年的全国第 19位提高到目前的第 15位，

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指数从全国第17位提

高到第12位。

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完善长吉图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示范区功能，引进和培育国家技

术转移东北中心、中科院应化所技术转移中

心，建设长春科技大市场，促进中科院33家研

究所与吉林企业开展技术对接与成果交流，

去年全省技术合同成交额达到 462.15 亿元，

是 2015年的 17.47倍。加强人才智力保障，推

出“人才18条政策”。

区域结构持续优化

吉林根据省域地理空间格局、产业发展

基础和城乡发展水平，统筹推进“一主、六双”

产业空间布局，以长春为“一主”，各市州协同

发展，发布“1+13”规划体系，构建优势互补、

良性互动的协调发展新格局。

统筹区域协调发展。长吉一体化协同发

展加快推进，长平一体化协同发展启动实施，

变更公主岭市代管关系获国务院批复，长春

现代化都市圈初见雏形，长春成为全国省会

城市中面积第三、人口 850 万人的特大城市，

辐射带动效应进一步增强。

加强新型城镇化建设。出台《关于建立

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实

施意见》等政策，扩权强县改革县（市）占比

42.9%，完成两批共 80个省级特色产业小镇创

建，长吉接合片区成为东北地区唯一一个国

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城乡协调

发展。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

动，打造“3A”级标准示范村 4000 个，创建美

丽乡村 250 个。率先启动国家粮食安全产

业带建设，“吉林大米”畅销世界，“长白山

人 参 ”“ 皓 月 牛 肉 ”等 品 牌 影 响 力 逐 步 增

强。去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6067

元 ，增 长 7.6% ，城 乡 收 入 比 由 2015 年 的

2.2∶1 缩小到 2∶1。

开放合作活力十足

4 月 29 日，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

平安电能新材料智能制造国际合作产业园开

工暨项目签约仪式举行。今年以来，该区有

124 个建设项目多点开花，其中续建项目 40

个，新建项目84个，总投资超过2100亿元。

吉林坚定不移推动开放发展，发挥向北

开放重要窗口作用，狠抓全方位对口合作、多

层次战略合作、紧密型专业合作、前瞻性共建

合作、开放性国际合作“五个合作”。建设大

通道，面向东、南、西、北，持续推进“3631”工

程建设。

向东，三线联通东北亚，实现“借港出

海”。向南，六线对接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

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重大国家

战略。向西，三线联通欧亚，推进“长满欧”

“珲马铁路”稳定运营。向北，谋划开通新“北

冰洋航线”。

开拓大市场。去年，全省跨境电商交易

额、零售进出口额分别增长 25.4%和 178.2%，

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和新签约合同额均

创历史新高。

开展大招商。举办中国—东北亚博览

会、全球吉商大会、中国（吉林）全球投资峰

会、全球冰雪产业峰会、中德汽车大会等重大

经贸活动。去年，全省有资金到位项目 1749

个，到位资金 3112.4亿元，实际利用外资增速

高于全国3.2个百分点。

强化大对接。主动对接国家区域发展重

大战略，与吉林签署“1+N+X”战略合作协议

的省份达10个。

构筑大平台。发挥中韩（长春）国际合作

示范区、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长春新

区、长春临空经济示范区、兴隆综合保税区等

重大平台作用。

民生福祉持续增强

在长春市宽城区五星村村史馆里，有一

面“笑脸墙”，墙上挂着百位村民的笑脸照

片。几年前这个村年人均收入几千元，现在

年人均收入超过3万元。经过改造，昔日的臭

水沟成为发展旅游的“风景线”。

吉林省坚定不移推动共享发展，用心用

情用力解决群众关心关注的实际问题，加快

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新格局。

扎实推进脱贫攻坚。现行标准下农村贫

困人口全部脱贫，1489个贫困村全部出列，15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贫困人口家庭年人均纯

收入增加到10052元。

有力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五级书记抓防

控”加强全时空、全流程闭环管理，发动 8.56

万个基层党组织和160多万名党员联防联控、

群防群控。

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加快构建大中小学

一体化育人体系，全面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

体化均衡发展。推动体育事业、公共卫生服

务体系和重大疫情医疗救治体系建设。城乡

低保标准分别提高3.8%和8%。

与此同时，吉林坚定不移推动绿色发

展，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打造清洁能源消

纳基地、外送基地、制氢基地 3 个千万元级

清洁能源基地。大力发展生态旅游，立足

“春晚秋早、夏凉冬冷、有雾凇、有天池”资

源禀赋，推进生态保护和发展生态旅游相

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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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正在重新布局。

吉林省通过支持一汽“产

能”“配套”“结算”等“六个回

归”，使企业进入发展最好时

期。投资 78 亿元建设的敦化抽

水蓄能电站，平衡了电网峰谷。

吉林将西部富裕的风、光、电资源

建设成“陆上风光三峡”，转而向

外省送电，彻底解决了吉林长期

靠外进煤炭火力发电的“负电”局

面。企业之间的互动拉长了产业

链，大学、研发机构与其他市州的

互动拉长了创新链，长春与其他

市州的互助拉长了价值链。

放眼全省，吉林调整了生产

力布局，统筹推进“一主、六双”产

业空间布局，以长春为主，长春市

与吉林市，长春市与四平市协同

发展，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的协调

发展新格局逐渐形成。

布局来自格局。吉林认真贯

彻落实党中央有关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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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快推动新时代吉林全面

振兴、全方位振兴征途上展现新

作为。积极落实五大发展理念，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着力推动

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

动力变革。

春雷乍响，孕育生机。吉林持

续优化营商环境，吸引各路资

本。一汽 30 万辆新能源汽车项

目、吉化 120 万吨乙烯项目、吉

林油田天然气和风光发电等一系列

大项目开始谋划落地吉林。与吉林

签署“1+N+X”战略合作协议的

省份达到10个。

去年，吉林地区生产总值增速在党

的十八大以来首次超过全国平均数。

今年一季度，吉林经济社会发展取得

开门红。吉林省委适时提出“两确

保一率先”工作目标，经济增速确保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日前，吉林召

开作风建设推进会，吉林纪委监

委和省委组织部联合印发《吉林

省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容错纠错

十条》，确定今年为作风建设

年，树立干事创业新风，营造

比学赶超良好氛围。

春种夏长，期待秋实。

吉林振兴发展有基础、有

潜力、有韧性，各级党员

干 部 有 责 任 、 有 担 当 、

有干劲，实现既定目标

有支撑、有条件、有能

力。吉林秉持舍我其

谁的气概，定能开启

新的振兴征程。

从一个亟待解决场地和资金需求的初创项目，

发展成为拥有 300 公顷种植基地，集草药种植、研

发、收购、加工、生产、连锁药房于一体的全产业链企

业，白山本苜药业有限公司是长春新区培育创新创

业生态的生动注脚。

白山本苜药业有限公司的投资人刘春生是个有

故事的人。2014年 10月，刘春生建立了长春摆渡工

场，那年记者采访他时，咖啡喝下去都觉得苦，他苦

于找不到有潜力的创业者。2021年５月１日，记者

再见刘春生，咖啡醇香扑面而来：刘春生当时用

3000 万元天使资金投资的小企业已经成为年销售

额过亿元的“黑马”，说起白山本苜药业有限公司，他

满脸自豪。如今，投资人和创客在摆渡工场的摆渡

空间喝着咖啡谈论创业构想已经成为时尚。

长春高新—摆渡工场—创客，成就了长春创新

发展的生态圈。1991年，长春高新区经国务院批准

建立，2016年 2月 3日，国务院依托长春高新区批复

设立了长春新区，摆渡工场也成长为摆渡创新工场

集团有限公司。

长春新区的各类“双创”平台正在发挥效应，

从北京中关村建设主体北科建集团打造的北湖

科技园，到东三省首家新型“双创”服务集团性企

业摆渡创新工场；从大学生创业创新示范基地林

田创客，到服务要素集聚的益田·硅谷新城创业

孵化基地……众多“双创”平台通过建设重点实

验室、技术中心、产品中试基地等，促进了科技研

发 与 成 果 转 化 、技 术 转 移 与 扩 散 。 通 过 科 技 创

新，形成了新产品、新业态、新产业，实现了新区

创新驱动内涵型增长。优质平台诞生了众多优

秀企业。

创新驱动，潜力无限。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通报，对 2020年落实有关重大政策措施真抓实干成

效明显地方予以督查激励，长春新区“双创”示范基

地建设工作成效突出，连续两年榜上有名。

吉林加快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老工业基地焕发新风采
本报记者 李己平

长春新区：创新驱动内涵型增长
本报记者 李己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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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 20202020年年 99月月 1515日日，，““吉林一号吉林一号””高分高分 0303－－

11组卫星发射圆满成功组卫星发射圆满成功。。 才才 扬扬摄摄（（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图图②② 滑雪爱好者滑雪爱好者在在吉林市北大湖滑雪场滑雪吉林市北大湖滑雪场滑雪

（（20202020年年11月月2626日摄日摄）。）。 许许 畅畅摄摄（（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图图③③ 在在吉林市永吉县万昌镇张全家庭农场吉林市永吉县万昌镇张全家庭农场，，农农

民将收获的水稻转运到拖拉机货仓内民将收获的水稻转运到拖拉机货仓内 （（20202020年年 99月月 1616

日摄日摄）。）。 张张 楠楠摄摄（（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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