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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安市丰收镇新乐村民王亮

在深圳打工多年，看到白城医高专

帮扶建设产业园区发展甜菇娘产

业前景良好，毅然返乡创业。他在

自家院建起甜菇娘加工车间，雇用

10多名村民作为车间工人和电商

销售员。图为白城医高专领导在

了解销售情况。 张宝 陈宝林/摄

本报讯 赵冷冰 记者 侯春强
报道 吉林省地处我国东北部，幅
员面积18.74万平方公里，约占全
国总面积的 2％。地理生态区位
独特，自然条件优越，东部长白山
区，茫茫林海，层峦叠嶂，是我国
重点林区之一；西部松嫩平原地
域辽阔，湖、泡星罗棋布，是我国
重要湿地和草原的分布区。多样
的地理环境孕育了丰富的动植物
资源。

我省一直以来高度重视野生
动植物保护工作，从1996年起，先
后在全国率先实施了无限期全域
禁猎、野生动物损害补偿、全面禁
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划建自然
保护区，野生动植物资源得到有
效的保护，尤其珍稀濒危种群得
到持续的恢复与发展。植被覆盖
度从 1997 年 74.21%提高到 2020
年 85.44%；东北虎、豹、中华秋沙
鸭、白鹤、东方白鹳等珍稀濒危野
生动物在吉林长住或停歇数量持
续增长，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了
显著的成就。

今年，省林草局会同省农业
农村厅制定了《吉林省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吉林省国家
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同时编
制了《吉林省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画册》，为
我省开展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提供了重
要依据。目前，吉林省共有野生动物4900余种、
野生植物4000余种。其中，东北虎、豹、中华秋沙
鸭、白鹤、东方白鹳、史氏蟾蜍、极北蝰、细鳞鲑、中
华蛩蠊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36种；东北红
豆杉、朝鲜崖柏、长白松、红松、人参、玫瑰、松口
蘑、乌苏里狐尾藻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40
种。这些野生动植物是陆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生物遗传资源的天然载体，是人类赖以生
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

吉林省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力度，全力推
进生态强省建设。林草部门积极落实省里的决策
部署，已经按下了生态保护与发展的“快进键”，将
以更加饱满的精神和动力，为吉林生物多样性保
护事业和生态强省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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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吴连祥 报
道 近日，2021年中国中小城
市高质量发展指数研究成果
发布，梅河口市从全国 2809
个中小城市中脱颖而出，上榜

“2021 年度全国综合实力百

强县市”。这是该市第四次荣
登全国“百强”榜单。

“十三五”以来，梅河口市
践行新发展理念，落实高质量
发展要求，深入实施“三三四
四五五”战略，通过大规模投
入和建设，城市建成区面积扩
大一倍，从 29 平方公里拓展
到 60 平方公里，具备了承载

百万人口的能力，实现了全面
建成中等城市目标，经济社会
发展实现了历史性突破。同
时，成功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
市、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

和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9
月 8 日，梅河新区正式揭牌，
梅河口市发展进入了崭新历
史阶段，迎来了重大历史机
遇。

据了解，这次评价主办方
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的中
小城市经济发展委员会所属
中小城市发展战略研究院、中

城国研智库等，课题组持续
16年对中小城市科学发展指
数进行深入系统研究，研究始
终秉承公开、公平、公正、公益
的原则，研究成果涵盖 2021
年度全国综合实力 百 强 县

市、2021 年度全国绿色发展
百强县市、2021 年度全国投
资潜力百强县市等榜单，其
阶段性研究成果通过人民
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
新华社和《中国中小城市绿
皮书》对外发布，其权威性和
影响力已得到社会各界的一
致认可。

梅河口第四次上榜“全国综合实力百强”

本报讯 景洋 报道 中科
院东北地理所近日在梨 树
模 式 研 发 基 地 进 行 保 护
性 耕 作 高 产 增 效 技 术 现
场 测 产 ，测 评 结 果 为
1077.94 公 斤/亩 ，该 地 块
已 经 实 现 连 续 四 年 超 吨
粮。

梨树模式研发基地作
为中国科学院保护性耕作
基地，通过15年的秸秆覆盖
还田少免耕技术，土壤肥力
已经显著提升。在此基础
上，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
农业生态研究所联合中国

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
所马兴林研究员以“扩库限
源增效”玉米高产超高产理
论为指导，优化集成高产高
效机械化管理技术，构建玉
米保护性耕作高产增效技
术。

该技术实施以来，2018
年产量为 1062.43 公斤/亩；
2019 年产量 1152.45 公斤/
亩；2020 年产量为 1039.17
公斤/亩。今年，该试验地
已经成为我国东北玉米主
产区惟一一个连续四年实
现吨粮的地块。

听到测产专家组宣布
“1077.94 公 斤/亩 ”的 结 果
后，梨树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张英男介绍，“下一步，要通
过组织合作社、村委会学习
培训等方式让群众看到新
技术为粮食品质产量带来
的变化，逐步达到推广新技
术的目的。”

在测产现场，梨树模式
研发基地负责人关义新难
掩兴奋，“高产增效技术的
投入寥寥无几，但增产幅
度显著，农民的收益更高
了。”

我省保护性耕作玉米高产增效技术
连续四年亩产超吨粮

本报讯 记者郭小宇报道
长春市双阳区立足大发展、大
变革、大调整，充分认清双阳发
展态势，因势而谋、应势而动、
顺势而为，强力开展“三大攻
坚”，全面壮大硬核实力，全力
推动经济跃升、实力攀升，加快
成为都市圈核心区重要增长
极。

开展重大项目攻坚。双阳
区围绕产业抓谋划。紧盯中央
重大政策取向、“一主六双”战
略导向和“十四五”规划方向，
聚焦特色产业、优质资源，深度
谋划一批全局性、引领性、标志
性的重大项目、重大工程，力争
轨道交通、通用机场尽快落位，
确保项目持续补充、接续有力、
后劲充足。抢抓政策机遇，用
好内脑外脑，加大地方政府债
券资金争取力度，为重大项目
建设提供充足资金保障。突出
精准抓招商。坚持招大引强、
招新引高、招才引智并举，配齐
配强工作力量，完善扶持激励

政策，建立产业招商小组“六个
一”工作机制，组织招商小分队
对接先进地区优强企业，落位
一批旗舰型、科技型绿色产业
链项目，进驻一批领军型、创新
型高层次人才，切实形成引进
一个、带来一批的“蝴蝶效应”。

开展开发区建设攻坚。双
阳区着眼开发区未来发展方
向，高标准编制康养新城规划，
科学划定功能分区和产业布
局，构建“一城三带多园”发展
格局。精心编制新城规划导
则、生态建设规划，整体设计建
筑风貌、建设密度、生态空间，
确保新城建设富有活力、特色
鲜明。加速产城融合。围绕

“新九通一平”，加大土地收储
和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有效盘
活低效土地和闲置厂房，实施
奢岭老街综合开发，合理配置
规划展馆、体育场馆、山体公
园、品牌名校等综合服务配套，
推动康养服务业、康养制造业、
康养农业集群发展，到 2026 年

实现经济总量、建成区面积、辖
区人口翻番增长，成为全省优
质康养需求第一选择、高端人
群第二居所。

开展主导产业攻坚。双阳
区聚焦产业链式发展，强化产
业深度融合，发展壮大主导产
业，努力构建质量更高、效益更
好、结构更优、优势充分释放的
现代产业体系。围绕促进汽车
轻量化产业发展壮大，以吉通
机械为引领，培育引进产业链
中高端环节核心企业、关键项
目，加快建设全球最大的汽车
底盘零部件生产基地，力争到
2026年汽车轻量化产业产值突
破百亿。围绕增强医药健康产
业竞争优势，支持卓谊生物、修
正健康加快上市，引导国药一
心等企业培育拳头产品，着力
打造百亿级的医药健康产业集
群。围绕加速装备制造产业转
型升级，重点推进金冠电气等
龙头企业设备换芯、生产换线、
产品换代，力争到 2026 年现代

装备制造产业产值达到 30 亿
元。着眼构建现代农业“圈”状
发展格局，规模化、品牌化发展
精品果蔬、绿色水稻、食药用菌
等优质产业，大力发展共享农
庄、休闲采摘等美丽经济，培育
一批产值超千万元的专业村，
形成“一村一品”小型经济圈。
支持乡镇发展绿色农业、休闲
农业、数字农业、精品畜牧业，
吸引资本聚镇、能人入镇、技术
进镇，培育一批产值超10亿元
的乡镇，形成农业产业强镇中
型经济圈。深入推进现代农业
产业园四级联创，配套完善生
产、加工、物流、研发、示范、服
务等功能，培育一批产值超 50
亿元的产业园区，形成现代农
业产业园大型经济圈。丰富完
善“五色”旅游产品体系，精心
组织联动冬夏、带动春秋、驱动
全年的品牌活动，推出“双阳有
礼”系列乡村旅游商品，让更多
游客在绿水青山中流连忘返、
扩大消费。

强力开展“三大攻坚”

双阳区全力推动经济跃升

本报讯 王晓彤 记者 徐
文君 报道 数据显示：“十一”
期间 ，延吉市共接待游客
69.8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5.3亿元，基本恢复至2019年
同期水平。

“十一”期间，观光旅游、
民俗旅游、红色研学旅游、乡
村生态旅游等产品全面开
花，延边博物馆的党史展览、

延吉太兴红色小镇的红色历
史展陈等成为红色旅游首
选。延吉帽儿山（恐龙）文化
旅游风景区、延吉梦都美民
俗旅游度假村等通过独特的
民俗文化、优美的自然风光
吸引了州内外大量游客。周
边美丽乡村游也颇受游客青
睐，采摘、田园观光等游玩项
目，让游客体验感十足。

延吉市文广旅局精心组
织，周密部署，各景区景点积
极配合，全力以赴做好假日
旅游安全及常态化疫情防
控工作，为游客创造健康、
安 全 、有 序 的 旅 游 环 境 。
小长假期间 ，无旅游服务
质量投诉、无旅游安全责
任事故，旅游市场安全平稳
有序。

延吉：“十一”黄金周旅游收入5.3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