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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项目建设 蓄积发展动能

本报讯（记者 相文婷）今年 6 月

是第21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

“遵守安全生产法 当好第一责任

人”。连日来，珲春市城投集团认真落

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

有关要求，积极开展“安全生产月”系

列活动，切实提升安全防范能力，筑牢

安全防线。

按照年初制定的工作计划，该集

团组织园林公司全体干部职工和临聘

人员在建海胡同园林公司仓库开展了

消防演练活动。全体人员在安全员的

指导下，按照演练既定科目和消防灭

火操作规程，接替式进行灭火实操，达

到了“重预防、懂原理、会实操”的演练

目的。

该集团边疆污水处理公司开展了

生产工艺技术培训，向全体干部职工

讲解了污水厂的污水性质指标、污水

处理工艺、污泥处理处置和污水处理

的相关知识。此次培训，提高了干部

职工的理论素养和业务能力。

为提升消防应急处置能力和水

平，该集团东方物业公司在馨安小区

组织开展了“消防应急逃生”实战演

练。演练中，迅速启动了应急响应预

案，通讯联络组使用扩音设备向小区

住户和工作人员发出疏散指令，同时

拨打了火警报警电话，消防救援队随

即到达现场进行了疏散救援。通过

演练，物业工作人员掌握了正确使用

救援器材的方法，了解了紧急疏散

程序。

开展“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
珲春市城投集团

六月的珲春，草木葱茏，生机勃

勃。珲春市各项目工地抢抓施工黄金

期，全力追赶建设进度，全市上下处处

涌动着项目建设的热潮。

抓项目就是抓发展，谋项目就是谋

未来。今年以来，珲春市统筹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落实各类要素保障，

持续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推动项目早投

产、早见效。今年，珲春市计划实施重

点项目112个，总投资396亿元。其中，

新建项目 62 个，总投资 287 亿元；续建

项目50个，总投资109亿元。

为推动珲春跨境电商产业发展，

2020年3月，总投资6.5亿元的珲春东北

亚跨境电商产业园项目开工建设，围绕

跨境电商和互市贸易，努力建设集商品

展销、创业孵化、金融服务、仓储物流等

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项目一

期珲春东北亚国际商品城已于2021年

12月31日竣工验收并投入使用；项目二

期正在加紧施工，主要建设会展中心、

中俄双创基地等功能建筑。

“目前，项目二期土建工程已完工，

正在进行会展中心、中俄双创基地的内

外部装修，预计今年8月末竣工。”项目

负责人马志海说，“会展中心正在做外

墙保温、屋面收尾等工作。中俄双创基

地内部正在铺设给排水及地暖管设施，

外部在做外墙装饰及铺设给排水外网

管道和绿化工作。”

“为做好疫情防控，保障施工进度，

我们对进场的260余名工人实施闭环管

理，进出都要报备，并按防疫要求开展

核酸检测。同时，施工方及时安排物料

进场，确保施工的连贯性，加快施工进

度。”马志海说。

2021年3月，珲春互市贸易进口商

品落地加工产业园项目 A 区开工建

设。主要建设 8 栋落地加工标准化厂

房，以及配套的仓储仓库、办公楼、宿舍

食堂等设施。项目建成后，将为入驻企

业开展落地加工提供产品供应链和供

应链金融等全方位服务，形成落地加工

企业聚集区，促进落地加工产业集群化

发展，打造吉林省乃

至东北亚地区重要的

进 口 商 品 加 工 集 散

地。

珲春中俄互贸区

管理局工会主席朱志

伟告诉记者，截至目

前，项目A区1-9号建

筑主体已完成，进入

收尾阶段，1号、5号建

筑 装 修 工 作 接 近 尾

声，4号建筑已于2021

年底投入使用，项目A

区预计今年10月底完

成整体竣工并交付使

用 。 包 括 海 产 品 加

工、农产品加工、医美

等符合落地加工政策

的 8 家企业已正式入

驻。

红旗珲春国际汽车文化旅游小镇

汽车展示、改组装、交易项目位于英安

镇城西村，于2019年4月开工建设。将

借助长春一汽集团品牌效应，打造汽车

文化旅游特色小镇。

项目负责人王伟家告诉记者，目

前，项目中的红旗珲春国际汽车文化旅

游小镇 A1、A2、A3、A4、B1、B2、B3、B4、

B5号楼已完成主体施工，A4、B1号楼已

完成外墙装饰，A1、B2、B3、B4、B5正在

进行外墙施工和内部施工，场地硬化工

程也在同步进行，预计今年 9 月完工。

项目中的珲春市城乡机动车管理便民

服务中心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已

完成车管所业务用房土建工程建设，正

在进行内部装修。驾考中心和监控楼

已完成主体施工，即将进行水电安装和

内部装修。场地硬化和驾考场地正在

进行同步施工，预计今年9月完工。

“受疫情影响，施工延迟。我们将

延长早晚工作时间，全力追回耽误的工

期。同时，科学合理安排施工顺序，实

行分段流水作业，加快施工进度。”王伟

家自信地说。

一个项目的开花结果，孕育一个新

的增长点；一批项目的落地生根，成就

一个新的增长极。当前，珲春上下牢固

树立“项目为王”理念，深入贯彻落实全

省服务企业大会精神，在谋项目上下苦

功，在落项目上用狠劲，在推项目上拼

全力，以项目建设的成效推动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张鑫

千 帆 竞 发 势 如 虹
——珲春市重点项目建设走笔

⇑图为红旗珲春国际汽车文化旅游小镇汽车展示、改组装、交易项目鸟瞰。本报记者 郎鹏 摄

连日来，珲春市以“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

展要安全”为目标，着眼于企业实际需求，全力以赴助

企纾困，确保助企惠企节奏不乱、强企力度不减，为夺

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提供坚强支撑。

珲春三元彩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乔文俊对记者

说：“自项目复工复产以来，珲春市工商联为我们企

业提供了很多帮助，特别是对施工现场的疫情防控

工作给予了现场指导。”

走进计划总投资20亿元的红旗珲春国际汽车

文化旅游小镇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在进行外部装

修。作为该项目主体承建方，珲春三元彩钢有限公

司克服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保证了各项施工任务

的顺利进行。目前，该工程已进入收尾阶段。

珲春市工商联主席王妍表示，在接下来的工作

中，将做实服务平台，创新服务载体，提高服务能力

和水平，引领珲春市民营企业立足扩大内需战略基

点，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实现高质量发展，为全

面建设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贡献力量。

近日，吉林省合升产业孵化园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晓旭向珲春示范区投资促进局工作人员咨询了外

地企业入驻相关事项，从公司注册、行政审批，到税

务、优惠政策咨询，双方持续沟通协调，稳步推进入

驻办理。

珲春示范区投资促进局一组负责人陈薇表示，

服务企业就是服务经济发展。下一步，将在全力服

务企业做好复工复产的同时，从“全、实、细、新”方面

着手，在产业链协同和狠抓营商环境上下功夫，巩固

拓展高质量发展良好势头。

本报讯（记者 李莹）日前，珲春林

区基层法院联合珲春林区人民检察院、

珲春林业局河山林场，在哈达门乡开展

了以“守护红色根基 共建无毒家园”为

主题的禁毒宣传活动。

活动中，干警们通过悬挂宣传横

幅、发放宣传资料、讲解真实案例、现

场解答法律咨询等方式，向村民们宣

传了国家禁毒法律法规、毒品常识、危

害和预防措施等内容，教育引导群众

增强拒毒、防毒意识，自觉抵制毒品的

诱惑。

此次宣传活动，累计发放禁毒宣传

资料150余份，提供法律咨询5人次，收

到了良好的效果。

珲春林区基层法院将积极与公安、

检察、司法等部门合作，形成禁毒工作

的合力，推动禁毒宣传教育工作向纵深

发展，使防毒意识常驻人们心间，筑牢

禁毒防线。

禁毒宣传进乡村
防毒意识驻心间

吉林日报记者 张伟国 张琰

精 准 服 务 解 难 题
纾 困 惠 企 促 发 展

⇑近年来，珲春市英安镇关门村充分利用生态资源优势，积极发展地栽黑木耳产业，带动村民

增收致富。目前，该村共种植黑木耳270万袋，预计实现年产值850万元。图为关门村村民在采摘

黑木耳。 本报记者 崔美玲 摄

本报讯（记者 穆蓉）为推进家庭文

明建设，6月22日，珲春市妇联联合市

关工委共同举行亲子阅读100天“爱与

陪伴成长”打卡营活动表彰大会。

会上，宣读了表彰决定，对先进集

体和个人进行了表彰。启动了第二期

亲子阅读100天活动。

会议指出，亲子阅读100天系列活

动是珲春市是推进实施“家家幸福安康

工程”的创新实践。全市上下要积极培

养亲子阅读的专家、志愿者团队，深入

基层、深入社区，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

的亲子阅读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阅

读红色经典，赓续精神血脉，厚植爱党

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怀，矢志追求更有

高度、更有境界、更有品位的人生，共同

营造文明和谐的家庭文明新风尚，为珲

春创新发展贡献家庭力量。

珲春市委常委、珲春示范区管委会综

合保税区管理局局长李德平参加会议。

本报讯（记者 杨文奇）为落实好强

农惠农政策，今年以来，珲春市农机推

广站多措并举，扎实做好农机购置补贴

工作。

珲春市农机推广站采取张贴公告、

印发资料等方式，全方位、多角度宣传

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和具体操作程序，让

广大农民群众更好地了解相关政策，充

分调动农民群众的购机积极性。

按照防疫要求，该站采取电话预约

的方式办理农机购置补贴工作，告知购

机者携带相关材料在预约的时间内前

来办理，并严格按照工作纪律要求为其

办理补贴手续。同时，充分尊重购机者

的自主选择权，不向购机者指定农机品

牌和经销商。严格按照自主购机、资格

审查、补贴对象公示、补贴机具核实、资

金兑付等程序，认真开展补贴工作，并

按照提交申请的先后顺序确定购机补

贴对象，确保农机购置补贴工作公平

公正。

截至目前，市农机推广站共办理申

请320份，受益户数277户，购置农机具

321台套，补贴570.19万元。

本报讯（记者 盖晓宇）日前，珲春

市政协文教卫体委组织文体界别组委

员和市第三中学部分学生家长到市职

业高中开展“家长进校园”参观体验活

动。

政协委员和家长们参观了校园、室

内篮球馆、汽车实训室、足球场等场所，

详细了解了学校师资、开设专业和学生

学习生活等情况，加深了对职业高中和

职业教育的认识。

据介绍，珲春市职业高中始建于

1981年，是珲春市唯一一所集中职、职

业培训和成人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国

办中等职业学校，是吉林省重点百强

职业高中、吉林省重点中等职业学

校。该校依托珲春独特的区位优势，

开设了商务俄语、商务韩语、商务日

语、幼儿保育、电子商务、计算机应用、

汽车运用与维修、汽车美容与装潢、旅

游服务与管理等九大专业和对口升学

班。其中，商务俄语专业为省级示范

专业。

本报讯（记者 杨文奇）日前，珲春

市马川子乡扎实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南

山村和马新村积极开展栽花行动，全力

建设美丽乡村。

南山村和马新村低价采购了600余

个废弃轮胎，给轮胎上色、在轮胎中间填

土，制成了装饰花盆，摆在了村道沿线，

村民们开展了栽花行动，美化乡村环

境。目前，南山村和马新村共在村道两

侧摆放轮胎花盆 1000 余米，栽种了石

竹、玻璃翠、串红、玫瑰等6000余株花卉。

今年以来，马川子乡积极引导群众

参与环境整治，在主干路、村道沿线、空

地、荒地等处栽树种花，带动了各村村

民在自家房前屋后栽花种草，推进美丽

乡村建设。

本报讯（记者 盖晓宇）为帮助学生以积极的心态迎

接中考，日前，珲春市第七中学举行“相信自己可以变得

更好”心理健康教育讲座。

讲座中，该校心理教师以互动的形式，向学生们讲解

了青少年心理健康的10项标准、情绪对身体健康潜移默

化的影响等方面内容，共同探讨了表达情绪的最佳方法。

同时，结合学生的实际，以身边的真实案例，向学生们介绍

了“考前综合症”的特点，分析出现心理问题的成因，并提

供了应对的方法和策略。

本报讯（记者 李莹）日前，珲春市人

民法院国际合作示范区人民法庭法官通

过“线上课堂”，为珲春市第一小学五年

二班学生们带来了一堂法治教育课。

授课中，法官以“关爱未成年人健

康成长”为主题，通过PPT的形式，向学

生们讲解了校园欺凌、网络安全、交通

安全等典型案例，解答了学生们日常生

活中可能遇到的法律问题。讲座还以

“法律知识小问答”的形式与学生们进

行了互动，叮嘱学生们要增强法治观

念，培养良好的生活学习习惯，做一名

积极向上的小公民。

珲春市法院将结合法治宣传进校

园等活动，持续做好未成年人普法宣传

工作，扎实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珲春市举行亲子阅读
100天活动表彰大会

珲 春 市 扎 实 推 进
农机购置补贴工作

家长走进校园 领略职教风采

开展栽花行动 建设美丽乡村

举行普法讲座 护航学生成长

举行心理健康教育讲座
珲春市第七中学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夏至时节，走进珲春市

春化镇镇安岭村，一个个整洁精致的院落错落有致，一条

条村路干净平坦，绿意盎然的田园景色美不胜收。

作为省级美丽乡村，镇安岭村在加强美丽乡村建设

的同时，扎实推进“千村示范”创建，建立了“全面覆盖、网

格清晰、职责明确、责任到人”的长效治理机制，加快提升

人居环境整治水平。设立党员示范路，引导带动村民自

觉参与环境整治行动，营造“环境整治人人参与、美好环

境家家受益”的良好氛围。在镇政府的帮助和指导下，该

村按照“千村示范”创建标准，对私搭乱建、废弃建筑等进

行了拆除，积极开展“花园式”绿化，使村容村貌焕然

一新。

镇安岭村以爱心积分超市为抓手，将厕所管护、垃圾

分类、门前“三包”、畜禽养殖、参与公共区域整治、美丽庭

院（干净人家）创建、文明乡风等内容纳入积分管理，根据

村民的具体表现奖励相应积分，村民可凭借积分在爱心

积分超市兑换相应物品，引导村民养成良好的文明卫生

习惯，树立良好的村风、民风，共同参与“千村示范”创建，

助力乡村振兴。同时，建立健全了村规民约、门前三包、

网格化管理等制度，成立了专职保洁绿化队伍。目前，该

村保洁覆盖面达100%。

镇安岭村将扎实开展“千村示范”创建工作，计划依

托自然资源，发展民宿旅游项目，努力把美丽乡村转化为

美丽经济。

本报记者 杨文奇

珲春市春化镇镇安岭村——

开展“千村示范”创建
推进乡村振兴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