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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的东丰，满眼生机。
从县城到乡村，无论是

项目施工现场还是企业生产
车间，干部群众抓项目、搞产
业、谋发展的热潮滚滚而来，
一个个重大项目、致富产业、
民生工程加快推进，为东丰
县高质量发展奏响了最强
音。

走进东丰·国际梅花鹿
产业创投园项目建设现场，
各类工程车在工地上往来
穿梭，焊接声、切割声、锤打
声……各种声音交织成一首

“施工交响曲”；
在横道河镇驼腰村高标

准农田建设项目施工现场，
机声隆隆，工程有序推进；

位于东丰县三合乡蚂蚁
村的吉林省红动饮品有限公
司生产车间，5 条生产线同
时作业，洗瓶、灌装、贴标、包
装等程序有条不紊地进行；

……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以

来，东丰县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引，贯彻新发展理念，不
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经济
发展质量和效益得到全面提
升。

打造发展强引擎，促进
产业结构优化

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累
计建设高标准农田 48.1 万
亩，实施黑土地保护利用项
目 60.5万亩，综合机械化水
平达到 93%，粮食生产稳定
在 22 亿斤阶段性水平。食
用菌生产规模达到 8000 万
袋，羊肚菌设施发展到 738

栋、40万斤。连续 4年设立
2000 万元梅花鹿产业发展
基金，养殖规模日益扩大，产
业层次显著提升。

工业经济势头强劲。构
建了“钢铁+冶金建材”“梅
花鹿+医药健康”“食用菌+
农特产品加工”“包装+轻工
纺织”“新能源+汽车零部
件”五大产业格局，工业增加
值增速明显。

第三产业蓬勃发展。启
动“数字东丰”建设，城市智
慧水平不断提升。养鹿官山
园、皇家鹿苑博物馆等建成
运营，景点吸引力、集聚度明
显增强。杜鹃花谷、森林山
庄纳入“周游吉林”精品线
路，四平村、一面山村被评为

“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
深化改革，激活高质量

发展新活力
做好改革“加减法”，努

力为企业减负。
为了激发创新创业活

力，东丰县不断释放改革红
利，扎实推进“放管服”“最多
跑一次”、党政机构、农村产
权制度等改革工作。企业登
记开办实现全程电子化，最
短只需30分钟。加强“双随
机一公开”监管，推进市场主
体诚信体系建设，营商环境
不断优化。

平台能级不断提升。开
发区承载能力、服务保障能
力进一步提高，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载体平台、产城融合
发展的推进区作用持续显
现，连续 14年被评为“全省
先进工业集中区”，成功晋升
为省级开发区。聚焦“有中

生新”做强存量，打造具有影
响力的涉鹿产业集聚区，启
动实施了“东丰·国际梅花鹿
产业创投园”项目，真正将资
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城乡“面子”越来越靓，
民生“里子”越来越实

近年来，东丰县积极探
索实施“东进、南扩、西优、北
储、中改”城市发展战略，城
市发展格局不断优化，建成
区面积达到 17.9平方公里。
药业大街、江城大路等城区
道路改造工程相继完成，公
铁立交桥投入使用，群众出
行更加便利。农村建设稳步
推进，城乡统筹发展进入全
面融合阶段。

老旧小区、棚户区改造
工程高效推进。持续推进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深入实施

“厕所革命”、生活垃圾治理
等工程。成功创建“美丽庭
院、干净人家”5.7万户，家家
比干净、户户赛整洁的新风
尚深入人心。

此外，东丰县始终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
补齐民生短板，创造看得见、
摸得着、感受得到的幸福生
活。深入实施“就业创业”工
程，累计新增城镇就业人员
3.6万人。城市低保标准提
高到年 6600元，农村低保标
准提高到年 4860 元。社会
事业全面进步。教育资源配
置更加均衡。成功创建国家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
建立县、乡、村三级医疗联合
体，分级诊疗制度不断完
善。群众获得感、安全感不
断增强。

东丰县：奏响发展交响曲
□ 吉林日报记者 董博 赵蓓蓓

近年来，伊通满族自治县
认真贯彻落实我省“一主六
双”高质量发展战略，立足区
位优势和资源禀赋，大力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走出一条以伊
通黄牛、果蔬等优势产业为主
导的现代农业发展之路。

肉牛养殖循环一体化
占地 60公顷的吉林省铠

绎农牧业循环经济园区，配套
五大功能区，构建起了集肉牛
养殖、繁育及饲草料种植、饲
草料加工、有机肥生产等肉牛
养殖循环一体化模式，带来了
可观的环保收益：园区年处理
粪污 6000吨，可回收秸秆 2.3
万吨，年出栏肉牛 500 头，带
动周边 30余户农户发展基础
母牛扩繁，每头肉牛能为农户
增收3000元以上。

铠绎园区是伊通县肉牛
养殖的缩影。伊通县委、县政
府深入推进“秸秆变肉”暨千
万头肉牛建设工程，让肉牛产
业成为乡村振兴的优势产业、
县域突破的支柱产业、农民增
收的主导产业。2021年全县
肉牛养殖量达到 59 万头，同
比增长18%。

依托肉牛养殖的强劲势
头和黄牛养殖交易的基础优
势，伊通县谋划建设伊通黄牛
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总投资
3.3亿元，3年内可将园区打造
成养殖种植标准化、旅游观光
特色化、三产融合的国家级示
范园区。
“一村一品”构建新型产业链

伊通县立足“黄金玉米
带”和“黄金水稻带”，以粮食
生产功能区建设为主要抓手，
集中连片推进高标准农田建
设，不断优化结构，强化技术，
全县粮食总产量稳定在 23亿
斤的阶段性水平，年粮食种植
面积达到200万亩。

积极构建新型产业链，围
绕中药材、大榛子、樱桃、蓝
莓、苹果梨等特色种植产业优
势，做强做优“一村一品”特色
产业，已有 13 个镇村被认定

为省级以上种植类“一村一
品”示范镇村。其中位于伊通
县马鞍山镇的东风村，得益于
推行“村企联合+专业合作社+
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户”发
展模式，种植的大樱桃还远销
北京、上海、深圳、贵州等地，
深受客商及消费者喜爱。

智慧农业带来高效率
日前，在伊通县伊通镇建

国村和前范村水稻种植区，
农机手连接无线信号，输入
正确点位、行株距参数后即
可进行操作，正常行进时可
以开启无人驾驶模式。4 台
智能插秧机正在插秧作业，
一株株秧苗从苗盘上依次滑
落，整齐有序地“站立”在水
田中。省时、省工、省力的智
慧农业，给水稻种植带来了高
效率和高收益。

伊通县集中打造智慧农
业示范样板，建设重要领域数
据资源中心、农业生产数字化
平台，以及农产品“三化”大数
据平台，已累计建成全程机械
化示范区 25 个，农作物耕种
收 综 合 机 械 化 率 达 到 了
88.5%。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
113.4万亩，保护性耕作面积
达到 61万亩。同时依托种子
龙头企业，培育出“伊单”“稷
秾”“巨丰”“育强”等种子品
牌 ，年 生 产 优 质 玉 米 种 子
1500万斤。

龙头企业引领产业发展
日加工稻谷 300 吨的永

春米业有限公司，拥有优质粮
食储备库、大型烘干车间，以
及先进的流水生产线，展现着
现代企业的崭新风貌。像这
样的龙头企业，伊通县有将近
50家。

近年来，伊通县抓住国
家和省扶持农业产业化发展
的政策机遇，谋划和培植各
级龙头企业，引领全县畜牧
养殖业蓬勃发展，休闲农业
和乡村旅游业全面提升。全
县粮食收储库点发展到 93
家，农民合作社发展到 1884

个，带动 3.8万农户人均增收
3000 元。擦亮民族文化旅
游、火山温泉康养、休闲观光
体验等区域特色品牌，乡村
旅游 2021 年接待游客 75.35
万人，旅游性收入 45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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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排排平房被现代化的楼宇取
代，狭窄的街路被拓宽绿化……这些
变化，是每一个长白人都能触摸到的
城市脉动。

城市建设关乎民生福祉。近年
来，长白县加快推进基础设施建设，
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位，群众
的幸福感、满意度不断增强。

突出城建项目为民，城市品质大
提升。“行驶在宽敞的道路上，欣赏着
宜人的风景，心情格外舒畅。”正值夏
初，市民朴先生驾车驶过长白街，一
路美景尽收眼底。长白县大力实施
中心城区街路改造工程，将县城6条
主街路和27条巷路全部纳入改造范
围，累计改造车行道16万平方米、人
行道5.6万平方米，县城路网从以“三
街三路”为主，扩展为“五横四纵”9
条主干道，城区道路总长度达到36.6
公里，沿街规划停车位700个。

聚焦安居宜居，民生实事暖人
心。长白县积极实施县城老旧小区
改造工程，为沿街 400 栋建筑穿上

“民族衣”、戴上“民族帽”。完成 146

个老旧小区 328栋住宅楼配套基础
设施改造，更新路灯、硬化地面、更换
污水管线和供热管网……县城供水
覆盖率和水质合格率达到 100%，城
区街路全部更换带有朝鲜族元素的
路牌、标识牌和垃圾箱，东西出口新
建旅游服务驿站投入使用。实现重
点区域WiFi信号全覆盖，从细节处
提升城市街区“体验感”。

改善城乡环境，多措并举显成
效。近年来，长白县着力提升县城垃
圾污水处理能力，污水厂完成一级A
升级改造并投入运行，垃圾场实现雨
污分流处理，渗滤液处理能力明显提
高，老垃圾场16.5万立方米垃圾得到
无害化处理。“以前不规整的排水管
道都得到了整治，我们住得很舒心。”
居民们笑着说。

在乡镇，老百姓也切实感受到了
城乡环境改善的实惠。10处农村非

正规垃圾点全部清除，在全省率先推
行“城乡环卫一体化”管理模式，增添
垃圾收集清运设备，增加139名乡镇
保洁人员。推进农村危房和厕所改
造，近五年来共完成843户农村危房
改造。结合长白县地质条件、农村住
房面积及村民意愿，采取室内水冲
式、室外“双坑交替”等模式，完成
2140户农村厕所改造，居住环境持
续向好。如今走在长白大街，地面更
洁净、空气更清新。全天候保洁面积
达到 72万平方米，主要街路机械化
清扫率、垃圾清运率达到100%，并新
建一处“环卫工人之家”和5座“环卫
工人驿站”。

注重生态建设，百姓生活更幸
福。努力打造长白山中、灵光塔下、
鸭绿江畔百年朝鲜族风情古镇。在
鸭绿江畔，公园依水而建，大街小巷
处处花开争艳。依托边境县、民族

县、生态县等优势，打造地域特色鲜
明、自然景趣相宜、民俗风貌浓郁的
风情小镇。展示长白整体城市风貌
的鸭绿江大街景观带、集休闲娱乐
于一体的千年崖城景区、磅礴大气
又不失细腻的东出口景观、集中体
现民族团结和谐包容理念的民族团
结广场、兼具慢行驿站等使用功能
的放排广场……充分展现了长白县
朝鲜族民族风情和边境特色。在江
边散步、休憩，用当地百姓的话来
说，“长白越来越美，我们也越来越
幸福。”

经过多年不懈努力，长白县已先
后获得最值得向世界推介的 50 个

“中国最美的小城”、中国最佳民族生
态旅游名县、中国最具海外影响力明
星县、中国最美休闲自驾游目的地等
美誉，并连续两度荣膺“全国百佳深
呼吸小城”榜首。

长白县：城乡巨变展新颜
□ 吉林日报记者 王春宝 金泽文

遗失声明
梅河口市叁棵小树烧烤店

《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遗失，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220581MA17U01L7N，法 人 ：
王俊霖，经营场所：吉林省梅河
口市丽景家园18-20车库，许可
证编号：JY22225000161922，发
证日期：2021年 1月 9日，有效
期至 2026 年 1 月 8 日，声明作
废。

公告
梅河口市海龙镇革命街一

委七组钱洪哲的房屋所有权
证，产权证号10477.面积：82.75
平方米，用途住宅的房屋所有
权证丢失声明作废。自本公告
公布之一个月后无异议，将予
以补发。

联系电话：04354715311
梅河口市海龙镇综合服务

中心
拍卖公告

我公司受梅河口市社会福
利中心委托，定于 2022 年 6 月
30日上午 9:30在中国拍卖行业
协会网络拍卖平台（https://pai⁃
mai.caa123.org.cn/），依法对梅河
口市社会福利中心2号楼（失智
老人康养中心）承包权和3号楼
租赁权按现状进行公开拍卖。
具体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基本情况：
1.梅河口市社会福利中心

2 号楼（失智老人康养中心）
2546平方米整体 6年服务运营
承包权，包括床位70张，水、电、
服务人员工资、日常维修维护
等费用。

2.梅河口市社会福利中心
3号楼共 5层，建筑面积 5153平
方米、床位240张及相应配套设
施3年租赁权用于养老服务。

二、拍卖标的展示时间：
2022年 6月 23日-29日。展示
地点：梅河口市社会福利中心
（曙光镇莲花村）。联系人：秦
先生，联系电话：13614454404。

三、竞买登记手续办理：竞
买人应在2022年6月23日起至
6月29日15:00前到吉林省价信
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梅河口市办
事处（梅河口市滨河南街 1418
号）携带本人身份证和 20万元
竞买保证金办理竞买登记手
续，方可取得竞买资格，逾期不
予办理。

竞买保证金和经营风险抵
押金及成交价款转入账户

户名：吉林省价信拍卖有
限责任公司

账号：35910188000638346
开户行：中国光大银行长

春分行营业部
四、拍卖时间：2022年 6月

30日上午9:30
五、联系电话：
13614454404 秦先生
13756139330 杨先生
15643116383 孙女士
联系地址：梅河口市滨河

南街1418号
吉林省价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危险房屋限期拆除通知
按照城市危险房屋管理法

律法规的规定，吉林省建筑工
程质量检测中心于 2022年 2月
18日依法对辉南县工会家属楼
仓房进行了危险房屋鉴定，鉴
定结果为危房，根据《城市危险
房屋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设部令第 129号第九条第
四款定，需立即拆除，辉南县人
民政府决定对辉南县工会家属
楼仓房进行整体拆除。仓房的
所有人在通知之日起 7日内自
行拆除，限期内未进行拆除的，
根据《城市危险房屋管理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129号第十七条规定，将对仓房
采取强制拆除措施。

被拆除仓房所有权人对本
通知不服的，可在本通知公布
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通化市人
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在6个
月内向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
讼，复议，诉讼期间不停止本决
定的执行。
特此通知

辉南县人民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