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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辽河，曾经是东北大地上一道
令人心痛的伤口：

源头区水源涵养能力退化、城市
河段水体黑臭、支流普遍污染严重、
水质型缺水和水量型缺水叠加……

2018年4月4日，习近平总书
记就辽河流域治理问题作出重要
批示。

一场省、市、县、乡、村五级河
长齐抓共管、共治东辽河的攻坚战
全面打响……

坚定信心 抢抓机遇

本报讯（记者戈驰川 张红玉 张磊 王学雷）伴着和煦的

春光，走进松原、白城两地各大项目施工现场，记者看到挖掘

机、推土机往来穿梭，伴着机器的轰鸣声，工人们有的在生产

线上安装设备，有的在建造厂房，一派热火朝天的大干场

面。4月15日，全省“三早”行动启动暨项目集中开工活动在

松原、白城两地同时举行了开工仪式。

松原市全力抢抓国家新一轮东北振兴、新基建“761”工

程、新增中央投资项目储备等政策机遇，进一步加大招商引

资力度，全面抓好项目落实，用高质高效的服务，推动项目早

落地、早开工、早见效。已开工5000万元以上“三早”项目

102个，总投资678亿元，年度计划投资173亿元。其中，新

开工项目40个，续建项目62个；亿元以上项目83个，10亿元

以上项目18个；产业类项目37个，基础设施类项目28个，生

态环保类项目6个，重大民生类项目8个。

记者从白城市发改委了解到，白城市累计开复工5000

万元以上项目 54 个，总投资 406.7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108.1亿元。累计开复工项目中，产业类项目35个，总投资

217亿元。高登塞年产10亿瓦时高端PACK锂电池项目，是通

榆县实现“走出去”招商引资的标志性成果，项目总投资

10.5亿元，投产后年实现产值20亿元，利税2.6亿元。基础

设施类项目5个，总投资140亿元。科铁高速松原至通榆段工

程、双洮高速公路通榆段建设项目计划今年10月份竣工。生

态环保类项目2个，总投资5.7亿元；重大民生类项目3个，

总投资4.6亿元；房地产开发类项目9个，总投资39.4亿元。

松原白城两地“三早”项目集中开工

本报讯（记者刘姗姗 通讯员张婕妮）今年以来，吉林化

纤以“战疫情、防风险、降成本、保运营”为工作主线，外拓销

量内降成本，困境中抓机遇，一季度实现工业总产值28.37

亿元，同比增长0.6%，累计完成年目标的26.7%，创历史最好

水平；完成产品产量13.6万吨，同比增长10%；纤维直接出口

2.4万吨，同比增长77%，逆势实现首季“开门红”。

新冠肺炎疫情给纺织行业带来严峻挑战，吉林化纤集团

通过国内外市场联动发力，抓紧抓早拓销量，四大纤维销量

均达到预期水平。

人造丝一季度实现出口同比增长16.6%。短纤系统通

过“短流程、全循环、提效率、降成本”攻关，实现纺丝纺速提

高38%，平均日产达227吨；企业积极调整腈纶产品结构，持

续加大差别化腈纶产品升级及市场推广力度，一季度，腈纶

直接出口11266吨，同比增长17%，创历史新高；竹纤维销量

近万吨，同比增长9%。同时，企业积极携手下游开发竹纤维

口罩，为全国战疫情贡献了一份吉纤力量。

碳纤维一方面强化提速增产，另一方面强化应用拓展。

通过原液提产扩能改造、优化纺丝工艺参数等系列攻关，一

季度，原丝产能同比增长63%，实现销量3126吨，同比增长

29%，碳纤维板块已经成为吉林化纤又一新的效益增长点。

同时，吉林化纤集团内部强化人、机、料、法、环全要素优

化，挑战极限式降成本，深入开展ECRS、“人人节约1%，费用

降低10%”等活动。一季度，四大主导纤维单位制造成本同比

明显下降，各项费用总额同比减少3%。

外拓销量内降成本

吉林化纤实现首季“开门红”

还没走进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新建四价

流感疫苗车间项目建设现场，记者就在该公司的工地看到了

一排集装箱。

“这是为了保证项目复工，为返长的施工人员准备的隔

离室。”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姜崴解

释道。春节后，由于施工单位租住的小区封闭，不允许外来

人员进入，为了保证项目施工进度，公司项目部临时租用了

8个集装箱改装成施工人员隔离室，对返回人员进行集中隔

离。“虽然受到疫情的影响，但是项目建设的进度仍在积极推

进。目前，返工人员已达到170人，我们制定了赶工计划，争

取把延误的工期补回来。”

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新建四价流感疫苗

车间项目属于国家鼓励发展的生物医药项目，是《疫苗管理

法》颁布后批准的第一批疫苗生产建设项目。该项目设计产

能为2000万人份/年四价流感疫苗，总投资5.12亿元。

据介绍，该项目新建四价流感疫苗生产车间建筑面积

13748平方米，截至目前，已完成投资1.95亿元。

“项目产品流感病毒裂解疫苗（四价）是在现有三价疫苗

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种B型毒株抗原成分,主要产品四价流

感疫苗包含的病毒组分更加全面，可以为接种人群提供更好

的预防效果。”该公司科研负责人张雪梅介绍说，

抓住国内流感疫苗行业转型升级的契机，该项目首次将工

业网络信息化和智能化等技术手段应用于疫苗的生产流程，在

工艺和质量标准方面按WHO预认证标准设计，生产工艺设备配

置水平在流感疫苗行业处于领先地位。 （下转第四版）

要“加速度”更要“高标准”
——踏察四价流感疫苗生产车间项目

本报记者 刘姗姗

新华社北京4月18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4月18日同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

古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40周年。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建交40年

来，中津始终彼此信赖、相互支持，双

边关系经受住了时间和国际风云变幻

的考验。我同姆南加古瓦总统就建立

和发展中津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达

成重要共识。我高度重视中津关系发

展，愿同姆南加古瓦总统一道努力，以

两国建交40周年为契机，推动共建“一

带一路”、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成果同实现津巴布韦“2030年愿景”紧

密对接，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在涉及

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更加

有力地相互支持。当前，中方愿同津方

加强合作，共克时艰，携手战胜新冠肺

炎疫情。

姆南加古瓦在贺电中表示，回顾过

去40年，真诚、团结、共赢、互信是津中

两国兄弟情谊和高水平关系的显著特

点。津巴布韦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津方将

继续坚定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深入发展。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严峻

考验，津方愿同中方加强团结互助，共

同应对疫情对两国合作带来的影响。

中津建交40周年

习近平同姆南加古瓦互致贺电

位列中国七大河流之一的辽河，在地理

学上有两源：东源东辽河与西源西辽河。其

中，东辽河发源于我省辽源市，绵延321公

里，流域面积9884平方公里，是我省七大江

河之一。

“东辽河流域污染治理是推进吉林生态

环境保护工作必须迈过的难关、必须啃下的

硬骨头，是我省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标志性战

役。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

要求，下决心还辽河一片碧水清波。”

这是吉林省委、省政府向党中央、向全省

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

东辽河的治理，既是一张时代答卷，也是

一份留给后世的历史答卷。“有条件要干，没

有条件，我们也要干！”市级河长、辽源市委书

记柴伟决心坚定。全市四级700多名河长，统

一行动，实现了东辽河上游治理保护全覆盖。

久久为功，必有回响。

今年3月末，国家采测分离专业监测数

据显示：东辽河国家考核河清断面水质类别

达到了IV类。这是1986年设立河清断面监测

以来，东辽河首次在一季度枯水期监测达到

国家河流水质标准。

在全年河流水质最差的枯水期采测为

IV类水，丰水期的水质会更好。因此，这意味

着东辽河将告别至少35年劣Ⅴ类水的历史。

东辽河上游的碧水清波，回来了！

别了！辽源的“龙须沟”！
仙人河是东辽河的一级支流，19.3公里

河道，在辽源穿城而过。因水体污染，一河黑
臭之水曾源源不断汇入东辽河……

三月的东北，刚刚回暖。

65岁的巡河保洁员臧志军顺着梯子，麻

利地下到河槽。

“左前方有一个纸盒……”老伴王淑兰趴

在护栏上“瞭望”。一旦臧志军落下哪个垃圾，

她准能发现。

“老婆子，看，河里有鱼了！”

仙人河终于清亮了。臧志军伸手在河水

里一捞，手掌激起的水花，白花花落进河中。

他的眼里也水汪汪的，作为土生土长的辽源

人，他太盼望这一天了！

仙人河，发源于辽源市城区北部，由北向

南蜿蜒而行，是影响东辽河水质的重要支流。

1911年，大量煤田的发现，开启了辽源

市煤炭开采的历史。百年开采，给生态带来一

道道难以愈合的伤口。

仙人河因为生态水补给不足、城市污水

排放等原因，成为当地远近闻名的“龙须沟”，

并被列入国家黑臭水体名录。

2018年，辽源市吹响仙人河黑臭水体治

理攻坚战的冲锋号。邀请专家组六访辽源，制

定科学的综合治理方案，全面启动45项污水

治理工程。

仙人河的两岸，各种违章建筑遍布。

河道要想干净，这些“三小”必须拆，垃圾

必须清！

可老百姓住了几十年的家，拆迁哪那么

容易？执法局、水利局、生态环境局等多部门

联合挂图作战，执法局还率先拆了自己所属

单位临近河边的一个办公楼。“动真格的了！”

群众看得真切，拆迁越来越顺。

仙人河的河道上，有九栋“盖板楼”横跨

河面，几十年的垃圾、粪便直排到河中，形成

了大量的垃圾和淤泥。

清淤时，工人们戴着防毒面具，一镐镐、

一锹锹清理。一条仙人河，足足清出了13万

立方米的垃圾、淤泥……

如今，仙人河黑臭水体全部消除，河清断

面主要污染物氨氮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55.5%，水质已达到Ⅳ类水质标准。在“第二批

城市黑臭水体治理示范城市”竞选答辩中，辽

源市以第一名的成绩成为第二批城市黑臭水

体治理示范城市，并获得专项资金4亿元。

曾经躲着河边走的辽源人，又重新在河

清水畅的仙人河边驻足流连。

清了！咱们的东辽河！
劣V类水的“黑帽子”，东辽河整整戴了

35 年。奔腾的河水不甘心，倔强的辽源人也
不甘心……

1986年设立河清断面监测以来，东辽河

劣V类水的“黑帽子”就没摘下过。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解决东辽河之

困，绝非旦夕之功。

控源截污、内源治理、生态修复、活水保

质，简单的十六个字，对辽源来说，项项是难

关，字字是难题。

截污干管迁建工程，要把原来下在河底

的管线，全部改到岸上。顶管技术难度大、管

线迁移量大、百姓居所离岸近、征拆任务重

……在很多人看来，短期完成这项工程，犹如

天方夜谭。

“不睡觉也得干啊！从市委书记到工程负

责人，大家都铆足了劲儿。因为这是政治任

务，是我们辽源人的百年大计！”辽源市城市

管理行政执法局局长李延辉说起这个工程，

激情澎湃。

就靠这股子“不睡觉也得干”的韧劲，截

污干管迁建工程干成了。

污水处理厂提标扩建工程是辽源市

2019年开工的第一个项目。去年正月初八，

市领导现场办公并拍板：拆掉办公楼，改建新

车间。4月，提标扩建工程开工，11月，新车间

投入使用。

提标扩建后，污水处理能力达到了16万

吨，有效解决了处理能力不足的问题。

在污水处理厂的简易办公室里，化验员

温鑫达正在记录一项重要的出水指标：氨氮

含量0.9mg/L。

厂长徐志新告诉记者，按照国家一级A

标准，夏季要求氨氮含量在5.0mg/L以下，冬

季要求在8.0mg/L以下。这意味着经过污水

处理厂处理流入东辽河的水，已经达到了Ⅳ

类水质标准。 （下转第四版）

水 清 了 鱼 来 了
——来自东辽河上游的治理报告

本报记者 王亮 潘锐 孙翠翠

近年来，我省将突出

发展民营经济作为吉林振

兴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不

断完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

的政策体系，助力民营经济

不断迸发新的活力。2019

年，皓月集团产值增长30%

以上。图为皓月集团吉林

生产中心分割车间。

本报记者 石雷 摄

“能够享受到专业技术三级岗位直聘政

策，是我支援湖北前没想过的，组织的关怀暖

人心！”结束任务的第三批驰援武汉重症医疗

队组长刘洋，在飞机一落地就得到这样一个

好消息，难掩激动之情。

2月，我省白衣战士在湖北热血集结。

得知医院准备派医护人员驰援湖北后，吉林

国文医院刘洋第一时间写下“请战书”，奔赴

湖北抗疫一线。“当时没想那么多，只是想用

实际行动践行职业责任与担当。”刘洋说。

“在国家召唤、人民需要时，这些最可爱

的医务人员，义无反顾地奔赴‘前线’，与病魔

和死神进行较量。前方战士在流血流汗，我

们一定要第一时间把国家和省里的激励关爱

政策兑现给每个人。”省人社厅副厅长张立福

表达着对医护人员深深的敬佩之情。

对重点专家给予人才优惠政策、职称激

励晋升、职务特设聘任、岗位优先晋级……为

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和省有关部署，我省各项

人事人才政策纷纷出台。

开辟绿色通道，快速兑现政策。截至3

月25日，我省在全国率先完成对驰援湖北医

务人员职称评聘激励政策兑现工作，700名

来自中直单位和省内各级医疗机构的医务人

员享受到了人才激励和职称评聘激励政策。

天气逐渐回暖，长白山上吹着微凉的春

风，在长白山休整的医务人员正掐着指头数

着回家的日子。

“身在武汉时，政府给家人的关爱无微不

至，如今凯旋，又让我从副主任医师优先晋级

为主任医师，幸福来得太突然了，一股强烈的

荣誉感和使命感涌上心头。”刚刚吃过午饭的

张晓慧，是吉林省前卫医院的主治医师，一提

起这件事便激动地打开了话匣子，每一句话

都表达了自己对党和国家的热爱之情。

政策匹配有针对，人文关怀有温度。我省

为驰援湖北医务人员量身打造职称评聘激励

政策兑现工作，将激励关爱政策与参评人员个

性化需求相结合，针对每名参评人员实际情况

和工作表现，确定相对应匹配政策和待遇。

“享受专业技术岗位优先晋级政策后，我

的工资待遇优先得到较大提高，这得益于国

家和省里的好政策。”白城中心医院乔艳东

说，晋级简化了程序，为医务工作者切实解决

了后顾之忧。

此次评定简化了申评程序，采取“先评

定、再填报、后核准”的方式进行。同时，科学

设定评审流程，采取“统一选定专家、分送评

审材料、汇总评审结果、集中发文公布、督导

兑现落实”的方式开展评定兑现工作。

医护工作者们每每想起驰援武汉的日子

便热泪盈眶，纷纷表示：“国家太伟大了，政策

太贴心了！”

拿到“吉享卡”的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副院长刘天戟收获了满满的幸福感。

（下转第四版）

全省700名驰援湖北医务人员享受到人才和职称评聘激励政策——

以激励关爱回报无疆大爱
本报记者 王丹 实习生 程佳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