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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主岭市资源禀赋优越，
区位优势明显，发展潜力巨
大。幅员 4140.6平方公里，辖
20个乡镇、10个街道、404个行
政村，人口106.7万。拥有三个
省级开发区、两个省级工业集
中区，素有中国玉米之乡、中国
汽车零部件制造基地、中国天
然钠基膨润土之乡、中国油豆
角之乡、中华诗词之乡等美誉。

2013 年，被省委、省政府
确定为扩权强县改革试点，
2020 年正式由长春市代管。
公主岭市迎来了以长春现代化
都市圈为平台，融入全省振兴
发展大局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的战略机遇；以长春公主岭同
城化协同发展为契机，大幅提
升城市量级和战略地位的历史
机遇；以国家县城新型城镇化
建设示范为突破，提升城市能
级量级的政策机遇；以升建国
家农高区为依托，加快实现农
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机遇。公
主岭市抢抓机遇，聚焦公主岭

“十四五”核心任务和历史使
命，立足区位、资源、产业、政策

“四大比较优势”，重点实施
“1126”战略，推动“十四五”振
兴突破，全面建设长春现代化
都市圈新型中等城市，推进公
主岭市成为长春的新城区，开
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
程。

一城提升。把深入实施国
家县城新型城镇化建设示范作
为公主岭“十四五”振兴突破的

战略基础。按照现代化中等
城市标准，坚持以人的城镇化
为核心、以提高质量为导向，
全力实施县城新型城镇化建
设示范，集中优势资源加快补
齐中心城区短板弱项，全面提
升公共服务设施“硬能力”和
规划建设管理“软实力”，涵养
城市文化，塑造城市精神，增
强城区综合承载能力，创建国
家卫生城，冲击全国百强县，
进一步提升公主岭城市知名
度和竞争力。

一区引领。把建设长春国
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作
为公主岭“十四五”振兴突破的
战略支点。全力推动引智聚
资、集企提质、创新创业，打造
以玉米全产业链为主导的现代
农业产业集群，打造玉米科技
创新高地、人才高地和产业高
地，建设成为在全国和世界具
有影响力的粮食生产高效提质
先导区、黑土地可持续发展典
范区、玉米全产业链发展集聚
区、东北特色乡村振兴样板区，
引领全市乃至全省率先实现农
业现代化。

两板同创。把建设长春国
际汽车城、国家区域创新中心
两大版块作为公主岭“十四五”
振兴突破的战略平台。全面落
实吉林省“一主、六双”产业空
间布局，坚持“区域功能互补，
产业一体同构”的发展思路，主
动对接、融入长春市高质量发
展“四大版块”建设。与长春汽

开区共同创建长春国际汽车城
版块，有力承接汽车产业转移，
推进产城融合发展。与长春高
新区共同创建国家区域创新中
心版块，加强协同创新，实现土
地资源、高新产业、科创成果有
机结合。

两带同构。把构建京哈发
展带和长深发展带作为公主岭

“十四五”振兴突破的战略通
道。围绕京哈高速沿线乡镇构
建京哈城乡融合、产城融合示
范带；围绕长深高速沿线乡镇
构建长深现代农业一二三产融
合发展示范带，辐射带动周边
乡镇快速发展。“两带”贯通公
主岭、北联长春市、南向京津
冀，既是全面深度融入长春现
代化都市圈和国内国际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的产业大走廊，也
是布局推动全域均衡发展的主
动脉。

六业并举。把做大做强现
代食品、装备制造、现代物流、
现代种子、文旅和医药“六大产
业”作为公主岭“十四五”振兴
突破的战略主导。贯彻落实吉
林省“一主、六双”产业空间布
局和长春市“一个体系、四大版
块、两大示范基地”战略部署，
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
现代化，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
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提
升全产业链水平，加快构建现
代产业体系，形成多点支撑、多
业并举、多元发展的产业发展
新格局。

实施实施““11261126””战略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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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春山魏春山

这是 2020 年在舒兰发
生的故事，这些故事的主角
有党员干部，也有乡亲群众，
这一片热土上每一个动人的
瞬间都值得礼赞。

党建引领“立标”，整体
提升“强基”

舒兰市紧紧围绕党建
引领“立标”、整体提升“强
基”、补齐短板“固本”的工
作思路，在农村、社区、机
关、企业分领域全面创建特
色党支部，不断提升基层党
组织组织力、凝聚力和战斗
力，推动基层党建工作实现
新提升。

在农村，充分发挥市委
一线指挥部、乡镇党委龙头
和村级党组织战斗堡垒作
用，全力创建“五好一满意”
农村党支部。

在社区，深化“党建示
范”与“品牌服务”引领，探索
建设“网格型+功能型”党支
部，与网格党支部互为补充，
基层党组织触角不断延伸。
开展“一社区一特色一品牌”
活动，已打造 18个社区党建
服务品牌，突出辖区特点，挖
掘红色内涵，将特色服务有
机串联起来。

在机关，以“强责提质创

标”行动为载体，开展“强责”
“提质”“创标”三项行动，加
强机关党建标准化规范化建
设。

在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
坚持以抓组建促覆盖、抓培
训促提升、抓服务促发展、抓
典型促引领——“四抓四促”
行动指引，不断提升“两个覆
盖”水平。通过党建引领促
发展，全市共有 30余户非公
企业和社会组织获得农业产
业化省级重点龙头企业、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吉林省小
巨人企业、“吉林省模范集
体”和“工人先锋号”等省、市
荣誉称号。

“党建引领凝聚合力，固
基铸魂谱写新篇。”舒兰市始
终不忘初心，永不停滞，勇于
创新，在党建路上，坚定向
前。

采取应对措施，经济平
稳运行

2020 年 1 月，舒兰市开
发区派出招商小组分赴全国
7 省开展招商活动，共洽谈
企业49家、产业协会1家、产
业园区 3家。疫情发生后，
采取电话、短信、微信等方式
依然保持招商工作的连续
性。去年 6月至今，舒兰市

委书记、吉林市副市长率领
多个招商小组，先后走访江
苏、浙江、上海、安徽、厦门、
山东等 10 余省份及上海进
博会，开展招商引资活动，就
钼金属加工及产业融合、生
态稻米加工、生物质热电联
产等项目进入深入洽谈。目
前，全市新签约项目 21项，
新开工项目 9项，重点推进
项目 6项，完成项目到位资
金18.21亿元。

2020年，舒兰市完成规
模工业产值 39亿元，同比增
长 5.4%，完成规模工业增加
值9.2亿元，同比增长5.7%。

“辛勤耕耘结硕果，砥砺
奋进创佳绩。”面对疫情对经
济的冲击，舒兰市政府及时
采取应对措施，及时调整生
产计划，逐步化解不利因素，
有序恢复产能，保持经济平
稳运行并实现正增长。

产业带动经济，富裕一
方百姓

舒兰市水曲柳镇荣进村
的贫困户王淑芬分配到光伏
公益岗位，拿着工资卡笑逐
颜开。

光伏项目作为舒兰市重
要产业扶贫项目，分布于舒
兰市 18个乡镇街 94个行政

村。于 2017 年 6 月 30 日建
成并网发电。项目收益将全
部用于扶贫，保障舒兰市建
档立卡贫困户 25 年稳定增
收，为决战脱贫攻坚和决胜
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提供强
大动力。同时，作为清洁能
源产业的重点项目，极大改
善了舒兰市的空气质量。
2019年，在省市扶贫办的大
力支持下，全市顺利完成了
光伏电站跨县关联吉林地区
三县四区工作，有效带动三
县四区 5998 户建档立卡贫
困户持续增收。截至目前，
累计拨付光伏扶贫项目收益
资金 8351万元，舒兰市通过
公益岗位、奖补等形式，采取
差异化分配，3年来，全市贫
困户人均累计实现稳定增收
5770元。

放眼舒兰脱贫攻坚战
场，一个个贫困村实现了
华丽蜕变，曾经建档立卡
的贫困户也有了更舒适的
居住条件、更稳定的工作、
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
社会保障……如今，一场
又 一 场 硬 仗 打下来，真诚
淳朴的笑容洋溢在群众脸
上，成为脱贫攻坚最好的注
脚。

笃定前行 永不停滞
——舒兰2020年工作回眸

□ 黄祺峰

覆盖各村的光伏扶贫产业项目

舒兰市德生牧业肉鸡养殖扶贫产业项目加工车间

瑞丰重工生产车间内工人正在对免耕播种机进行安装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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