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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项目建设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

强大引擎。3 月 26 日，吉林紫金冶炼

渣资源综合回收利用项目开工建设，

吹响了我市春季项目建设冲锋号。年

初以来，珲春市牢固树立“项目为王”

理念，把项目建设作为经济工作的重

中之重来抓，坚持一切围着项目转、一

切盯着项目干，主动抢抓春季项目集

中开工建设的关键期，倾心倾力服务

企业发展，全力以赴推动重点项目开

复工建设，为开创珲春跨越赶超发展

的新局面提供强有力支撑。本报从今

日起开设《项目建设春潮涌 跨越赶超

构新局》，全面展示珲春项目建设的举

措、亮点和成果，为项目建设营造浓厚

的舆论氛围。

新华社长春3月25日电（记者 周
万鹏 邵美琦 魏蒙）珲春市位于中俄朝
三国交界处。这座边境小城，近年来依
托区位优势和口岸优势，持续深化对俄
经贸合作。

记者3月24日在珲春铁路口岸货场
中心看到，一批批出口商品待集货完毕
后，将通过珲春铁路口岸出口。

珲马铁路是吉林省融入“一带一路”
倡议的重要通道。“珲马铁路全年无休，
运行稳定、运量大、成本低，同时海关和
地方政府对企业加大支持和保障力度，
让越来越多企业青睐珲马铁路。”吉林省

东北亚铁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珲春分公
司珲春南站站长张世鑫说。

同时，自珲春经俄罗斯扎鲁比诺港
至宁波等地的内贸货物跨境运输航线稳
定运营以来，也让中俄珲马铁路的货运
量逐年提升。

珲春海关铁路口岸监管科科长乔桥
说，为优化通关流程，压缩通关时间，珲
春海关设立企业联络员，主动开展政策
宣讲、业务跟踪帮扶，同时成立夜班工作
专班，增配实验室检测专业人员和设备，
保障铁路口岸24小时运行，优化口岸营
商环境。

距离珲春铁路口岸 8.3 公里的珲春
口岸是吉林省唯一对俄罗斯开放的陆路
口岸。记者在现场看到，等待通关的车
辆排起长龙。“为方便货车和人员出入
境，我们每天与俄方进行电话通联，确认
当天出入境人员、货物和货车的数量，为
双边贸易开辟绿色通道。”珲春出入境
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民警郑明亚说。

近年来，珲春市逐渐发展成为对俄罗
斯贸易的重要窗口城市，当地已经形成进
口加工业、能源、鲜活海产品等产业集群。
2023年，吉林省将继续把握对俄贸易机遇，
推进特色班列稳定运营，扩大进出口。

今年以来，珲春市聚焦“扩内需、促

消费、稳增长”主线，以开展消费券促销

活动、培育发展数字化商贸新业态等为

抓手，切实发挥商务在活跃消费市场和

助力消费内循环畅通等方面的积极作

用，提振广大群众消费信心，全力推动

经济稳步增长。

日前，记者在珲春金夏国际广场采

访时发现，商场门前停车场“一位难

寻”，附近各大门市、店铺门

庭若市，来往顾客络绎不

绝，呈现出一派购销两旺、

繁荣活跃的景象。

为进一步激发广大群

众的消费热情，提振消费

信心，今年以来，珲春市采

取 投 放 电 子 消 费 券 的 形

式，先后开展了“1·8 消费

节”“元宵节惠民消费券”

“3·8 女神嗨购节”等多期

消费券促销活动，实现了

商 业 零 售 、餐 饮 、文 化 旅

游、房地产、汽车等各消费

领域的跨界联动，充分发

挥了政府消费券引导、带

动消费的杠杆作用，在惠

及广大群众的同时，推进

了消费市场复苏回暖。

“消费券促销效果十分

明显，在今年的消费券促销

活动期间，我们超市实现消

费券核销近12万元，带动销

售额近 72 万元。”金夏生活

超市经理李淑虹告诉记者，

超市结合每轮消费券促销

活动，同步推出商品促销活

动，实现特价促销和消费券

优惠叠加，超市零售额实现

大幅提升。

同时，珲春市进一步拓

宽市场参与主体范围，将限

下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列入消费券

活动参与主体，在消费券发放总量中安

排一定比例资金，支持小微企业和个体

工商户开展消费券促销。全市8家大型

超市、3家商场、3家大型酒店、1家大型

汽车销售企业、8 家大型餐饮门店，200

余家限下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大个

体商家积极参与专项促消费活动，并积

极开展打折、让利、买赠、积分兑换等形

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促消费活动，带动

全市商贸市场消费流通。今年以来，全

市累计投放消费券688万元，累计核销

462.42 万元，带动消费 3820.44 万元，核

销率67.2%，杠杆率8.3，拉动消费“乘数

效应”显著。

“自从亿客隆优选商城小程序上线

以来，我每天通过小程序下单购货，不

到3个小时商品就能送到家，真是既省

时又省力。”日前，珲春市民路悦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开心地说。

珲春市加快培育发展以数字化、网

络化、信息化为主导的商贸新业态，积

极扩大“宅消费”，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支持重点商流企业开

发购物平台及小程序，开展

生活必需品同城无接触配

送，支持有条件的零售和餐

饮企业推进“线上销售+配

送”经营，引领全市线上线

下协同发展商贸流通网络，

推动实体商业向全渠道、全

品类经营转型。大力推广

应用“生鲜电商+冷链宅配”

“外卖配送”等模式，采取

“线上购物、线下配送”无接

触式服务，在有效保障居民

消费需求的同时，推动线上

消费快速发展。如今，金夏

优选、亿客隆优选商城、珲

春欧亚购物中心小程序、美

团优选、多多买菜等同城电

商平台快速发展，平台下单

量 和 交 易 额 呈 持 续 增 长

态势。

今年以来，珲春市继续

抢抓电商发展新机遇，积极

培育电商直播新业态，强化

政策引导，创新服务方式，

积极培养一批“网红”带头

人，以“网红+直播+电商”

模式，在抖音、快手等主流

直播平台开展直播促销活

动，有效拓宽特色产品营销

渠道。积极鼓励有条件的

商超、市场持续开展电商平

台带货，发展集电子商务和城市配送于

一体的同城购物模式，推动电商产业蓬

勃发展。截至2月末，全市网络零售额

达1.17亿元。其中，实物型网络零售额

达 7100 余万元、服务型网络零售额达

4500余万元。

珲春市将不断提升消费供给，优化

消费环境，打造消费平台，在城市消费、

乡村消费、服务消费等方面多向发力，

促进线上线下消费融合发展，进一步推

动消费平稳增长，切实发挥消费对经济

增长的拉动作用，助推全市经济高质量

发展。

珲 春 市 牢

固树立“项目为

王”理念，加快

推 进 春 季 项 目

开复工，掀起项

目 建 设 热 潮 。

图 为 珲 春 中 俄

互 市 贸 易 现 代

物 流 集 散 中 心

项目建设现场。

本报记者
郎鹏 摄

本报讯（记者 李莹）

3月26日，来自北京的医

疗专家到珲春市人民医

院坐诊。

为满足广大群众的

就医需求，珲春市特邀北

京协和医院、中日友好医

院、北京天坛医院、首都

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

医院等国内医学领域顶

尖专家来珲春市开展诊

疗活动，让广大群众在家

门口就能享受到高质、便

捷的医疗服务。

当日，记者在珲春市

人民医院体检楼二楼的特

需门诊等候区看到，这里

坐满了等待的患者。两位

来自北京的医疗专家正在

诊室内为患者看诊。

“为促进优质医疗资

源扩容下沉，推动高质量

医疗资源惠及百姓，市委

市政府积极联系北京专

家，以解决群众的就医难

题。此次，专家的预约挂

号是长期有效的，挂号到

了 30 人，专家就会根据

时间安排来珲春坐诊，为

患者免去了到异地就医

的烦恼。此次活动，对提

高我们医院的医疗服务、

学术、科研水平等方面有

很大的帮助。”珲春市人

民医院党委书记金光说。

“今天的坐诊很顺畅，希望通过我

们的诊疗能帮助更多的珲春患者，希望

进一步加强与珲春市医院的沟通交流，

助力提升医院医疗服务水平，为群众健

康保驾护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安贞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朱小玲说。

本报讯（记者 田婕）3月24日，延边

州新时代文明实践专职公益岗培训在

珲春市圆满落幕。

当日8时30分，60余位学员先后参

观了珲春市河南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永盛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新时

代文明实践青少年教育基地和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展示馆，详细了解了河南

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和永盛社区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的工作开展情况，观摩

了新时代文明实践青少年教育基地利

用功能场馆开展文明实践活动，了解了

珲春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总体建

设情况。

随后，在珲春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延边州文明办组织了结业考试。考

试采取闭卷形式，主要考察学员对党的

二十大精神、新时代文明实践和志愿服

务工作等学习情况，并根据考试成绩颁

发结业证书。

“通过这次学习，我深刻认识到了

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的重要意义，为自

己是一名基层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者

感到骄傲和自豪。”和龙市龙城镇新时

代文明实践所宣传干事姜瑞豪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将把学习到的知识和

经验与本职工作紧密结合，更好地开展

志愿服务工作，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

据了解，此次培训为期5天，由吉林

省文明办、延边州文明办联合主办。通

过培训，使全州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者

和新录用的专职公益岗人员，全面掌握

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的基本技能、工作

程序和工作方法，尽快适应工作角色的

转变，适配岗位需求，更好地服务基层、

服务群众。

本报讯（记者 相文婷）3月23日是

第 63 个“世界气象日”，今年的主题为

“天气气候水，代代向未来”。当日，珲

春市气象局联合珲春四中开展形式多

样的科普宣传活动。

在气象部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珲

春四中的学生们观看了气象科普短片，

实地参观了气象台、气象观测场。参观

中，学生们详细了解了百叶箱、风塔、地

温、日照、蒸发和降水、能见度等气象观

测仪器的功能与原理。

“今天，我们见到了人工增雨设备、

气象监测设备，深入了解了气象知识。

今后，我将更加关注气候变化，积极参

加生态环保活动，为水资源保护作出贡

献。”珲春四中七年级学生王一冰表示。

本报讯（记者 穆蓉）连日来，珲春

市职业高中持续开展“学雷锋精神，展

职高风采”主题系列活动，积极营造“学

雷锋、树新风”的浓厚氛围。

活动中，市职业高中组织各班开展

“学雷锋”主题教育班会活动，学生们通

过听雷锋故事、唱雷锋歌曲等方式“知

雷锋”“爱雷锋”，并通过讨论交流，深刻

领悟“雷锋精神”的内涵。组织100余名

团员和入团积极分子共上“学习雷锋精

神，争当文明先锋”主题团课，在教师的

带领下学习雷锋同志的生平事迹，了解

雷锋精神的时代内涵和具体内容。同

时，组织开展学雷锋主题黑板报活动，

各班学生积极行动，把对雷锋的崇敬之

情融入一块块美观大方、主题突出、图

文并茂、创意新颖的黑板报里，展示了

职高学生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坚定了

学生们传承雷锋精神、争做新时代好青

年的信心和决心。

积极开展“我是学生会·我帮你”学

生会成员志愿服务活动，市职业高中学

生会成员对校内未停放到停车区域或

未按规定停放的自行车进行整理摆放，

提醒大家自觉将自行车停放到指定区

域。同时，对校内卫生死角进行彻底清

理，营造干净整洁校园环境。

吉林紫金铜业有限公司冶炼渣资源综合回收利用项目开工建设

珲春市职业高中

开展“学雷锋精神 展职高风采”主题系列活动

本报讯（记者 张鑫）3月26日，吉林

紫金铜业有限公司冶炼渣资源综合回

收利用项目开工建设。

珲春市委书记、示范区党工委书记

盛效儒，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市长张林

国出席开工仪式。珲春示范区党工委

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彭树海出席

仪式并致辞。

开工现场，一台台大型设备轰鸣作

响，一队队施工人员穿梭忙碌，各项工

作有条不紊、顺利推进。

冶炼渣资源综合回收利用项目位

于吉林紫金铜业冶炼厂区东侧，计划投

资3.56亿元，占地面积约2万平方米，预

计工期200天。项目建成后，整体工艺

流程采用自主发明专利，创新制备硫酸

亚铁、聚合硫酸铁，可直接用于污水处

理，预计年产硫酸亚铁15万吨、聚合硫

酸铁4万吨，年营业收入约1亿元。

吉林紫金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周

安梁表示，作为珲春市延伸铜产业链的

重要标志性项目，吉林紫金铜业有限公

司积极响应国家“绿色发展、低碳发展”

号召，充分发挥区域交通运输、原材料、

能源等地方优势，利用选矿尾渣生产硫

酸亚铁，消纳自产硫酸，推动下游产品

开发，切实提升企业经济、社会和环境

效益，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

项目建设关乎发展全局，关系民生

福祉。去年以来，珲春市委市政府在克

服疫情等不利因素影响下，持续完善

“一个重大项目、一名包保领导、一个牵

头部门、一套服务班子、一抓到底”的

“五个一”工作机制，及时协调解决项目

建设的困难和问题，为企业提供全方

位、全流程、“保姆式”高效服务，全力保

障重点项目顺利开复工建设。今年，珲

春市将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坚持

一切盯着项目看、一切围着项目转、一

切扭着项目干，倾心倾力服务企业发

展，全力以赴推动重点项目顺利开复工

建设，迅速掀起大干快上抓项目的热

潮，为开创珲春跨越赶超发展新局面提

供强有力支撑。

珲春市领导王艳辉、徐强、陈铁等

参加上述活动。

项目建设春潮涌 跨越赶超构新局

延边州新时代文明实践
专职公益岗培训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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珲春市气象局

开展世界气象日科普宣传

“快看，那是丹顶鹤一家在低头觅

食，样子多优雅。我是早上4点多到的

敬信湿地，架好镜头一点点往前推，拍

到了丹顶鹤一家，它们较往年提前了七

八天来到了珲春。”几天前，摄影爱好者

谷宝臣在敬信湿地，拍到了4只北归的

国家一级保护鸟类丹顶鹤。

2 月份以来，虎头海雕、白尾海雕、

秃鹫等珍稀猛禽翩然而至，随后，中华

秋沙鸭、白鹤、丹顶鹤等大批候鸟也如

约而来，敬信湿地又迎来了一年中最欢

腾的季节……

珲春位于北纬42°黄金温度带，拥

有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优良的气候条件，

森林覆盖率达86%，全年空气质量优良

天数达98%以上。

优越的自然生态环境孕育了极其

丰富的物种，珲春的野生动植物资源达

1270余种。其中，东北虎、东北豹、梅花

鹿、虎头海雕、白尾海雕、中华秋沙鸭、

白鹤、丹顶鹤等为国家级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还拥有2000多年树龄的国家一级

保护植物红豆杉天然种群。

近年来，随着吉林省天然林保护工

程、全面禁猎、全面禁止天然林商业性

采伐的实施，以及省级、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和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建立，珲春

市持续推进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

与修复，对野生动植物资源实行普遍性

保护，珲春林区的物种种类越来越丰

富，物种种群数量得到恢复性增长。

20年前，一度被认为在野外灭绝的

野生东北梅花鹿如今又成群结队地在

林中奔跑；游弋在珲春河流域的中华秋

沙鸭最大种群数量达到 25 只；去年 11

月，珲春摄影爱好者谷宝臣还拍摄到了

“鸟中大熊猫”——白鹤……珲春已成

为名副其实的“生态家园”“候鸟天堂”。

敬信湿地是中国候鸟三大迁徙廊

道之一。每年春秋两季，这里都会迎来

大批迁徙候鸟。为系统掌握迁徙水鸟

种群信息，为候鸟栖息环境保护、野外

监测巡护、疫源疫病监测防控和野生动

物收容救助等工作提供科学依据，珲春

市每年春秋两季都会对迁徙水鸟进行

全天候野外监测和巡护。

去年9月中旬至11月下旬，珲春市

在候鸟迁徙期开展了秋季迁徙水鸟同

步调查，林业部门在珲春河流域、敬信

湿地等区域，共设置了19个调查样点，

详实记录了迁徙水鸟的种类、数量等信

息。

在候鸟较密集的敬信镇九沙坪村，

当地村民成立了义务护鸟队，在候鸟聚

集地开展日常巡护，对受伤的候鸟进行

及时救助。珲春市还积极开展“爱鸟

周”“生态日”等公众宣传活动，激发全

社会参与保护候鸟的热情，引导公众行

动起来，共同保护候鸟。

珲春市稳步实施系列保护措施，栖

息地生态环境稳步改善，野生动物种群

得到有效恢复，再现百鸟争鸣、百兽竞

逐的生动画面。

大 美 珲 春 生 态 家 园
本报记者 杨叶 相文婷

边境小城珲春见证中俄双边经贸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