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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城通化，春意盎然。新开工建设的佟佳江公园里，

工人们正在植树栽花种草，一派繁忙景象。通化市总投

资 55 亿元的 11 项城建民生重点工程，演绎着“速度与激

情”。

棚户区改造工程是通化市重点城建工程项目之一，工

程计划投资 40亿元，改造 19个地块、100 万平方米、13731

户。在平岗山棚户区改造工程现场，桩机轰鸣、塔吊挥

舞，运输车辆来回穿梭，南山、官道岭等棚户区改造工程

也在陆续进行着。

伴随着棚户区的改造，该市加强供水、供热、供气、污

水处理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公共服务保障能力。计划整

治老旧住宅小区 17 万平方米，对小区进行硬化、绿化，改

造供热、燃气、供水、排水管线；实施热源厂扩建工程，新

增供热面积 100 万平方米，新建换热站 8 座，铺设供热管

网 14 公里，现已完成工程量的 20%；完善城市地下管网改

造工程，新建江南排水、污水管线，对部分市区道路的地

下排水设施及新站步行街的地下暗渠和排水设施进行改

造，计划新建地下综合管廊5公里。

“一年之计在于春”，在城市建设的关键时段，该市快

速推进城市交通建设，加快市区道路新建及升级改造工

程。升级改造城区 9 条主次街路，新建续建江南 9 条道

路，结合道路改造，加固升级桥梁三座，完成市区新桥路、

和平路、新岭路 3条道路升级改造任务。目前，正在进行

江南两条明渠建设和市区新桥路、和平路升级改造任

务。为加快城乡一体化，该市还进一步推进通化大街建

设工程，结合通集高速公路建设，对 206 至通化县城 15.4

公里进行拓宽改造，由原 4 车道拓宽为 6 车道。目前，正

在组织征地拆迁，计划6月初开工建设。

“时间不等人，绿化工程要在雨季之前完成，错过绿化

时机，再要补植不但成本大、工艺难，树木成活率也低。”

通化市城市绿化管理处工作人员介绍说，为了确保工程

质量和序时进度，行道树补植工程正和绿地、广场及游园

栽植、花草摆放同步进行。同时，加快市区公园新建及升

级改造工程，截至目前，佟佳江公园共栽植乔木 1077 株、

灌木 530 株、绿篱模纹 86588 条、宿根花卉 30708 颗，回填

土方 2300 立方米，清理垃圾 1600 立方米，绿地坡起造型

345立方米，景观石57块。

为提升人居环境。该市还加强城区亮化工程，对江南

新区 11 条没有路灯道路实施照明亮化，对部分楼体的亮

化设施进行维修改造，计划8月底前全部完成。

全民健身中心建设工程，是备受百姓期待，全市瞩目

的民生项目。该项目总建筑面积约 1.5万平方米，计划投

资1.5亿元。目前，该市正高标准实施工程建设，采取PPP

合作模式进行建设，经专家评审、招标确定主体实施单

位。4月 6日进点，平整场地，达到“三通一平”，计划 2015

年完成主体封闭，2016年进行室内装饰。

伴着春的脚步，山城通化正掀起城建民心工程建设的

热潮。

本报讯（记者李铭 通讯员潘宜芹 刘刚）今年，

通化县始终保持战略定力，把重点项目建设作为撬

动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支点，气定神闲抓项目，大笔

如椽书传奇，精心组织实施了“重大项目提质年”活

动。以“八园一所一港”为代表的总投资347.6亿元

的51个重点项目犹如春雷滚动，无不彰显出通化县

磅礴的项目力量。

大项目铸就新引擎。该县以“产业树”理念为引

领，用项目推进集约集群发展，为转型发展提供平台

支撑。全力推进总投资200多亿元的东宝人胰岛素

产业园区、东宝生物科技园区、快大人参产业园区、

英额布健康产业园区、双易铗矿业钾长石工业园区、

远东矿业石墨科技产业园区、高端服务产业园区、装

备制造产业园区等八大园区以及泛亚人参交易所和

通丹陆港“八园一所一港”实体项目和基础工程建

设，不断吸引资金、产业、技术等要素集聚，夯实实体

经济发展的大平台。总投资50亿元的装备制造产业

园区是依托“通化市城港经济带”规划建设的新兴产

业园区。围绕“通化市城港经济带”和“围钢经济

带”，力争打造吉林省东南部最大装备制造产业基

地。东宝人胰岛素产业园区是由东宝实业集团投资

21亿元兴建的集人胰岛素研发、生产、检测、销售为

一体的全球领先的生物制药高技术产业园区。年产

3200公斤人胰岛素原料药，20600万支人胰岛素注射

液；胰岛素类似物-甘精胰岛素 1000公斤，注射剂

3000万支；胰岛素类似物-门冬胰岛素1000公斤，注

射剂3000万支。项目建成后，将对我国生物制药领

域产生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年可实现产值116亿

元。总投资77亿元的英额布健康产业园区，总规划

面积68平方公里。建有振国养生谷度假区、生态循

环农业示范区、绿色食品及药用动植物加工区、健康

产品研发孵化制造区、国家湿地公园生态旅游休闲

区、高端温泉颐老安养区六大主功能区。力争打造

国内较具影响力的健康服务基地。

高科技创造新实力。在重大项目建设中，通化

县通过不断健全和完善科技创新扶持政策，拓展县

域创新平台，以高科技项目引领县域核心竞争力整

体升级。东宝集团成为继美国、丹麦企业之外世界

上第三个可以生产重组人胰岛素的企业，为国内首

家通过欧盟认证的基因工程产品生产企业；信研磨

材是国内磨料磨具生产企业的龙头，其生产的绿碳

化硅微粉，在国内具有定价权，其研发的“亚纳米超

细粉体生产工艺”产品质量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在

创新型项目的带动下，通化县工业经济核心竞争力

正不断增强。目前全县有高新技术企业5户，东宝药

业、华夏药业、吉通药业、宏信研磨材4户企业被认定

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科技企业。

大产业汇聚新磁场。在做大做强传统优势产业

的同时，通化县以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调优产业转

型升级的新布局，大力推进新材料、装备制造、人参

产品等新兴产业项目建设。石墨科技产业园区、通

化联合胶囊有限公司明胶硬壳空心胶囊建设项目、

快大人参产业园区等建设如火如荼，成为通化县实

现率先发展、加快发展的又一把金钥匙。总投资35

亿元的双易铗矿业钾长石园区，依托富江乡的钾长

石资源，进行矿业精深开发。产品主要有硫酸钾、氢

氧化铝或氧化铝、超细白碳黑、超细铁红等，通过一

系列关联产业，形成区域性的钾长石产业链条，最终

做成大规模高新科技产业集群。项目一期年处理30

万吨矿量，预计年实现产值6亿元；二期年处理120

万吨矿量，预计年实现产值30亿元。长白山医药物

流园区总投资30亿元，建筑面积180万平方米。建

有医药物流中心、医药交易中心、医药中小企业孵化

器中心、医药电子商务信息中心、医药药品检测中

心、医药产业配套服务中心六大服务中心。该项目

将对进一步整合周边区域医药资源优势，提升通化

县医药辐射影响力起到巨大推动作用，将带动通化

及周边中药材种植面积100万亩以上，年可实现医药

配送额30亿元以上。

力促经济提质增效

通化县重大项目建设紧锣密鼓

民 心 工 程 涌 春 潮
——通化市城建重点工程建设巡礼

本报记者 李铭 通讯员 邵丹

本报讯（记者裴虹荐）“车间扩建后，产能将比原来翻一

倍，中药提取车间的生产能力将由2000吨提高至5000吨，化

药车间可年产化学原料药100吨，我们还会用2年至3年的时

间将药品通过欧盟认证，进入国际市场，提高竞争力。”修正药

业集团柳河制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仁东介绍说，总投资1.4

亿元的修正药业柳河制药建设项目预计明年完工，年可实现

产值1.5亿元，利税3300万元。

柳河县启动实施项目建设三年攻坚活动以来，该县围绕

打基础、利长远、惠民生，始终把项目建设作为一号工程。今

年，全县以投资为重点、打造优势产业项目为核心，全力推进

产业优化升级，加快新型工业化进程。截至4月末，全县完成

固定资产投资48亿元，增长20%；招商引资64.1亿元，增长5%；

规模以上工业产值39.6亿元，增长9%。累计实施生产加工型

项目485个，亿元以上项目35个，到位资金173.88亿元，完成

三年总任务数190.2亿元的91.42%，这是柳河历史上重大项目

建设最多的时期。

提升项目承载能力。今年，该县将全力实施铁路桥互通

匝道、一统河下游防洪堤路和通梅高速钓鱼台连接线等基础

设施建设，推动企业和项目向工业集中区集聚，加快在建项目

投产达效，打造全县工业经济的增长极。按照通化市城港经

济带建设要求，编制完成了三源浦至柳南乡7平方公里总体规

划和产业规划，积极调整中韩产业园建设用地指标，适时启动

供水、供电、路网等基础设施建设，为承接通化老工业企业搬

迁和项目建设创造条件。

做大做强医药产业。充分发挥医药产业品种和剂型优

势，推动投资5亿元的紫鑫药业异地新建项目年底前完成主体

工程，建设规模达到原厂区的3.5倍，年可实现产值10亿元，

税金1.5亿元。加快投资5.6亿元的修正药业4项提质升级工

程建设步伐，确保中药提取车间提取能力提高到5000吨，化药

车间扩建具备生产条件，儿童制药新建项目上半年开工建设，

推动医药销售公司投入运营，发展总部经济。通过4个重大项

目的实施，把修正药业打造成为纳税超亿元的龙头企业。投

资2.7亿元的中晟制药蛹虫草胶囊项目下半年可投产达效。

投资1.7亿元龙泰药业针剂和口服液项目即将投入生产，并与

江苏永和实现战略合作，年生产易折瓶等医药包材20亿支，实

现利税5000万元。完善龙泰和天强药业上市的前期准备工

作，力争国庆节前在新三板挂牌，提升企业自身融资能力。突

出国家级紫鑫药品创新研发中心作用，推进天强药业与吉林

大学产学研合作，加快林蛙多肽口服液生产车间建设，促进紫

鑫药业4个品种、修正化药2个品种等国家级三类新药研发生

产，确保7户医药企业完成新版GMP认证，提升产业集群效应，

巩固主导产业地位。

规范开发矿产建材业。柳河县有矿藏资源31种，探明储

量约2亿吨。今年，全县将重点推动4个重大矿产资源开发项

目。推进国家冶金地质总局投资2亿元整体收购北京广基宏

源实施年产50万吨铁矿石开发项目，力争纳税突破1亿元，成

为通化市铁矿开发的龙头企业。推动投资4亿元的钰坤金矿

实施二期建设，年产金矿石15万吨，金精粉7000吨，进入全省

金矿企业前列。加快东北亚铁路集团投资3.5亿元与大通矿

业战略合作，实施石膏板粉深加工项目，目前已到位资金1.35

亿元。矿泉水方面，做好深圳净雨集团投资6.1亿元的矿泉水

综合开发前期准备工作，力争7月获得探矿权许可证，带动全

县57户非煤矿山企业整体跃升，加快资源优势转变经济发展

优势的步伐。

培育战略新兴产业。投资20亿元的中广核风力发电项目

已经获得国家能源局10万千瓦发电核准，正在国家发改委和

能源局进行项目会签，年内将投资5亿元实施一期建设。协调

投资1.5亿元的中海玄武岩债权纠纷，加快玄武岩磷粉研发生

产，提高产品附加值。推动金森碳纤维与中科院深度合作，提

升康乐光伏电动车产能，促进战略新兴产业快速兴起，构建主

导、优势产业梯次跟进的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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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投资45.2亿元的河北新区是柳河县集行政办公、

商贸服务、文化休闲、体育健身、健康居住为一体的综合生

态和谐新区。实施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其中包括：投资

5.1亿元的土地收储整理项目，收储土地2.5平方公里；投

资1.34亿元的王船口西山低丘缓坡地利用项目，新增建

设用地202.8亩；投资3.06亿元实施河北新区路网工程，

完成15条道路，总长17公里。实施雨、污分流，供热、给

水、燃气、供电、通讯等全部一次性地埋；投资2.3亿元的

河北新区供热工程建设项目，规划供热设计能力500万平

方米；投资1.5亿元，实施河北新区寄宿学校建设项目；投

资1.9亿元，整合柳河镇中心卫生院、县妇幼保健院、结核

病防治所三所医疗机构，建设河北新区综合医院，进一步

改善城区医疗布局，解决城乡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突

出问题；投资30亿元，实施了兴龙湾山水城、紫御府小区、

林语佳苑、松苑小区等棚户区改造和房地产开发项目。

总投资20亿元的通化快大人参产业园位于有着

全国文明县城、国家卫生县城、国家园林县城之称的

通化县。该园区规划用地1635亩，一期规划用地

810亩,于2015年全部建成运营。该项目主要建设

四大功能区和一个基地：即仓储物流集散销售功能

区、产品研发质量检测功能区、文化传播生活配套功

能区、对外合作及休闲旅游功能区、人参产业园加工

基地。预计年产人参皂苷3万公斤、人参饮品3000

万瓶、人参饮片40吨、人参口服液1000万盒、人参蜜

饯等人参食品900吨、人参化妆品10万套、礼品参5

万盒。并可为30万人次提供人参文化展示及餐饮服

务，每年可为20户中小企业提供创业孵化器服务。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可实现产值30亿元，税金3亿元。

总投资3亿元的硬质空心胶囊生产线建设项

目，建设全自动药用硬质空心胶囊生产线16条，投

产后年产药用硬质空心胶囊70亿粒。占地面积3.5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8万平方米。目前，已完成投

资6900万元。一期8988平方米厂房已竣工，正在

进行内部装修，办公楼和员工宿舍基础完成。项目

达产后，可实现年营业收入2.9亿元，利润1亿元，

税金3300万元。

重点项目链接一：通化快大人参产业园区建设项目

重点项目链接二：通化联合硬质空心胶囊生产线项目

重点项目链接三：柳河县河北新区城镇化建设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