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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长春电（记者陈俊、
姚湜、张博宇）曾几何时，在东
北，数九寒天“猫冬”既是天经
地义，也属无奈之举。但加速振
兴就必须改变一年时间半年闲
的状态。近年来，吉林省一方面
通过改革提高工作效率，大力
压缩冬季建设空档期；一方面
转变发展思路，大力发展冰雪
旅游、服务业和“喜冷”的新产
业，冬天逐渐变了样。

猫冬时间“短”了

眼下的东北天寒地冻，长
光卫星公司新厂房建设工地内
仍一片繁忙，机器的轰鸣声、
焊接的电流声此起彼伏，巨大
的空间模拟环境设备基本安装
完成，工人师傅们正在做最后
的焊接。

长光卫星公司新厂房项目
负责人张鹏告诉记者，项目立
项之初，就赶上吉林省开展“早
落地、早开工、早见效”行动，利
用一个冬季完成了相关审批手
续，为合理安排施工抢到了时
间，建筑面积 9 . 7 万平方米的
“洁净”厂房不到一年半就完成
了建筑暖封闭。2017 年 10 月
末集中供热以后，厂房内温度
能达到零上十几摄氏度，内部
施工完全可以进行。

夏、秋季节搭框架、做封
闭，冬、春季节做装修、安设
备，像长光卫星公司一样，吉
林省内很多地区的建设工程实
现了四季推进。缩短“猫冬”
时间，“压缩”工作空档期，
在项目建设的每个环节都努力
走快一点。

在“抢先抓早”的浓厚氛围
下，吉林各地充分利用冬季时
间，积极谋划、狠抓落实。每年
12 月，各个市区就开始对新一
年重点项目和领导包保责任进
行部署，明确工作时限和节点
任务。简政放权、审批制度和工
商制度改革加速推进，老工业
基地发展软环境大为改善。

冰天雪地“热”了

晚上九点，位于长春吉林
两个城市间的庙香山滑雪场依
然灯火通明。专业级雪道上有
风驰电掣的滑雪老手，练习雪

道上有欢笑着摔跟头的孩子。庙香山滑雪场总经理栾奕告诉
记者，每天下午六点到晚上九点的“夜场”很受欢迎，有时
候一个晚上有五、六百人次的客流。

以往一到冬天，家家足不出户，晚上六、七点街上就没了
人影。如今，每年最冷的时候，恰恰是冬季旅游、滑雪最“热”的
时段。来自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游客齐聚长白山雪节、长春冰
雪旅游节、吉林市雾凇冰雪节，度假区酒店经常“一房难求”。

吉林服务业曾长期受制于寒冷气候。近几年，吉林省很多
城市建起了商业综合体，吃喝娱乐购物一应俱全。很多市民感
叹，在商业综合体内“冬天跟夏天一样过，穿多了都嫌热”。

2017 年前三季度，吉林省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 . 6% ，比第二产业快 2 . 9 个百分点，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
重达到 40 . 3% 。近年来，吉林省全力推进城市商业综合
体、特色街区、服务业集聚区、众创空间“四大载体”建
设，改善了服务业发展环境，也促进了创新创业。

记者来到位于长春市高新区的摆渡创新工场时已经是晚
上九点，依然有三五成群的创业者围着电脑工作、交谈。
“ 400 多名年轻人在这里创业，你几点来都可能会看到有创
客在工作。”摆渡创新工场董事长刘春生说，近年来东北创
新创业热情迸发，园区内现有智能科技、光学、大数据、中
草药研发、文创等入驻企业 30 余家，其中有的企业已在新
三板挂牌上市。 (下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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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陈梦阳、王炳坤、汪伟

4 . 2%！——— 27 日开幕的辽宁省人代会公布了初步核
算的全省 2017 年经济增速，令许多代表委员感慨万千。

面对严峻的发展挑战和广泛的社会关注，过去一年，辽宁
人埋头苦干、勠力攻坚，实现了地区生产总值、工业增加值、实
际利用外资三个关键经济指标的扭转，迎来了全省经济进一
步企稳回升。

一张高质量的“成绩单”

“4 . 2%，太不容易了！”拿着这份沉甸甸的成绩单，走出会
场的代表委员纷纷发出这样的感慨，“2011 年以来经济增速
单向回落的状况发生了趋势性改变。”

这是实实在在、光明磊落的增长。“辽宁一度经济低迷，而
2017 年实现了经济逆转，使我们更加坚定了发展的信心！”辽
宁省人大代表、丹东银行行长宫正超说。

这是兼顾生态、民生的增长。2017 年，全省城乡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 6 . 4% 和 6 . 7%。辽宁在全国率先启动秸

秆焚烧防控问责机制，拆除燃煤小锅炉 6968 台，供暖期空气
优良天数比例达到 84%。来自鞍钢的省人大代表李超说：“空
气好了，收入多了，老百姓对发展成果看得见、摸得着。”

这是有后劲的增长。顶着东北的严寒，大连长兴岛恒力石
化产业园区内，总投资 1000 亿元、年加工 2000 万吨原油的炼
化一体化项目正在加紧施工。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投资处处长
江永平说，在一批大项目拉动下，2017 年全省固定资产投资
跌势反转缓慢回升，为经济增长积攒了后劲。

放眼全省，经济回暖势头愈发清晰，越来越多县市正步入
企稳回升的轨道。

一场 30 多个月的“攻坚战”

4 . 4% ——— 这是 2017 年辽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增
幅。

“这是在经历了连续 30 多个月的负增长之后的结果，来
之不易！”辽宁省工信委副主任薛亮说。
事非经过不知难！辽宁省政协委员、鞍钢集团经济发展研

究院副院长林垚说，那段日子里，不仅各级经济主管部门压力

山大，奋战在一线的企业家也是脸上发烧，心里着急。
为打赢工业经济攻坚战，辽宁各级政府部门和企业心往

一处想，劲往一处使。2017 年，全省取消、停征及调整收费政
策 38 项，减轻企业及社会负担 43 亿元，通过推进电力直接交
易，为企业节省用电成本 25 亿元……

辽宁省人大代表、北票市科融水务有限公司徐斌深有感
触地说，现在办一件事，跑的部门、盖的公章越来越少，各级政
府部门帮企业实实在在解难题的多了。

挺过寒冬，终会迎来春天。截至 2017 年 11 月，辽宁 180
户省属及各市重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收入和利润连续
11 个月保持两位数以上增长。本钢集团与东北大学合作开发
的超高强韧性钢不久前在全球首次投入批量应用。辽宁省人
大代表、本钢集团总经理汪澍说，经济“寒冬”中众多企业咬紧
牙关苦练内功，市场一旦好转，它们就“花开娇艳”。

过去几年，受多重因素影响，辽宁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户
数一度下降。然而 2017 年，全省小型工业企业升入规模以上
的数量达到近千户，超过年初设定“小升规”目标的一倍。

大企业大树参天，中小企业绿草如茵，辽宁的工业经济正
朝着这样的目标奋进。 (下转 2 版)

振兴路上再攀登

“三个扭转”带动辽宁经济企稳回升

新华社记者季小波、乌梦达、樊攀

刚刚过去的五年，北京的雾霾少了，蓝天多了；违法建筑
少了，绿地公园多了；一般制造业企业少了，高精尖企业多了；
审批事项少了，便民措施多了……

透视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舍”与“得”是关键词之一：北
京要“立足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深刻把握‘都’与‘城’、‘舍’与‘得’、
疏解与提升、‘一核’与‘两翼’的关系，推动城市发展理念和发展
方式加快转变。”

“舍得”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篇大文章。舍得之间，考验政
府的治理智慧，也彰显北京发展深刻转型。

有“舍”才有“得”

在北京，朝阳区孙河乡算得上黄金地段：离首都机场不足

10 公里，距 CBD 仅 20 公里。
几年前的孙河乡，砂石厂扬起的粉尘四处都是，满载废品

的蹦子车横冲直撞，村里挤满了出租大院……
“只有舍得‘舍’，才能有所‘得’。”北京市人大代表、朝阳区

孙河乡党委书记李欣说。这几年，孙河乡坚决做“减法”，数百
万平方米的违法建设被拆除，砂石厂、废品厂被疏解。

“我们统计，全乡 400 多家企业，1% 的企业贡献了超过
90% 的税收，其余大多是散乱污的小企业。舍掉了瓦片经济
等短期蝇头小利，得到的是未来长远收益。”李欣说，
疏解以后，孙河乡的绿水青山回来了，金山银山也找来

了。
2017 年，孙河乡曾四次婉拒投资商。有人议论，上门的买

卖为什么不要？后来干部思想越来越统一，全力疏解腾退，改
善营商环境。“种下梧桐树，凤凰自然来。”

如今，在腾退的土地上，一片规划面积超过两个奥森公园

的湿地公园雏形初现。百姓生活也发生巨变，村民变居民，环
境从“出门全是土”变成“出门是公园”，产业用地将聚集健康、
金融等高精尖产业。

类似的“舍”还有很多。过去五年，北京累计不予办理登记
业务 1 . 86 万件，关停退出一般制造业企业 1992家。相对的
是，北京市第三产业比重达到 80 . 6%，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
贡献率超 60%，能源利用效率位居全国首位。

先“舍”才能后“得”

“每天接待约 10 万人，火灾、踩踏危险让人提心吊胆。”西
城区北展地区建设指挥部副总指挥李云伟常为动物园服装批
发市场的消防、治安等担忧。

曾经的“动批”每年给西城区带来经济效益约 6000 万元，
但政府支付的管理费用每年超 1 亿元。 (下转 2 版)

“舍”“得”之间天地阔

北京在“减量”中打造发展新高地

以树为“爹”的植绿人

新华社哈尔滨 1 月 27 日电(记者王春雨、潘祺、齐泓
鑫、王凯)冬日的阳光穿过樟子松繁茂的树冠，洒在半尺
深的积雪上。成群的野生梅花鹿在树丛间奔跑、跳跃，呦
呦鹿鸣不时在林中回荡……看着眼前这一幕， 72 岁的王
树清笑得满脸褶子。他举起因常年种树和野外工作变得皲
裂粗糙的大手，指着一片片人工林骄傲地说：“这辈子，
值了！”

这里是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拜泉县，是中国“三北”防
护林建设工程东部战线的关键区域，也是全国平原地区第
一个百万亩人工林县。

“没树，就像是没‘爹’的孩子”

50 年前，拜泉县一片光秃。
没树挡不住风，下的种子隔天就被刮翻起来，种地要种

两遍地，农民损失严重。
曾经抓把土都流油的北大荒景象在拜泉县是“传说”，

黑土层从一米厚度降至二三十厘米，农民赖以生存的沃土

被大风吹跑了。
新生乡兴安村丁家沟的 50 余户人家，曾因严重水土流

失导致房倒屋塌，不得不离开家园另谋生路。
“当时，全县得有 20000 多条侵蚀沟，相当于一个中等

乡镇的面积。用农村话讲那沟得有‘一房多深’，土地根本打
不了粮食。”曾任拜泉县县委书记的王树清说，因为没树，拜
泉县就像是没“爹”的孩子，吃了太多苦。

即便如此，当地人对种树这件事仍然不够重视。
“我 17 岁知道没树不行。”王树清说，他在担任生产大

队团支部书记的时候，村里老支书张喜林就很重视种树，常
让年轻人把树杈子砍下来，插在土里育苗。“老支书的态度
影响了我。” (下转 3 版)

▲ 2006 年 5 月 1 日，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拜泉县，王树清在检查小树苗。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 1 月 27 日电(记者高敬)环保部官网 27 日消
息，新建北京至雄安新区城际铁路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已被环
保部受理并公示。

报告从生态环境、声环境、环境振动、电磁环境、地表
水环境、地下水环境、大气环境、固体废物等方面对工程的
环境影响进行分析。

新建北京至雄安新区城际铁路位于北京市和河北省境
内，线路全长 92 . 783 公里。沿线涉及北京市大兴区，河北
省廊坊市的固安县、永清县、霸州市，雄安新区。其中，李
营至新机场段设计速度目标值 250 公里每小时；新机场至雄
安新区段设计速度目标值 350 公里每小时。

环评报告显示，本次评价范围内噪声敏感目标共 46
处、振动环境保护目标共有 27 处、电磁环境保护目标 29
处。涉及北京大兴区榆垡镇南各庄水厂、固安县知子营水厂
两处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不涉及其他重要或特
殊环境敏感区及生态红线。

报告提出，京雄城际铁路新机场至雄安新区段的建设将
不可避免地对铁路沿线两侧一定区域内的生态环境、声、振
动环境、水、大气环境等产生影响，但工程设计结合当地特
点提出了行之有效的生态保护及恢复措施以及污染控制措
施，评价又对其进行了补充完善。在工程施工和运营中，认
真、全面落实环境影响报告书中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后，工
程建设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和污染可得到有效控制或减缓。

据了解，环评报告书的公示期截止到 2 月 8 日。

新建北京至雄安新区

城际铁路环评报告公示

“王玉娥！王玉娥！……”

扶贫干部胡雪锋跟着担架一路小
跑，焦急地呼喊着昏迷中的贫困户王玉
娥。不时，电话联络着沿线的村干部，帮
忙到路上接力抬担架。

这一幕，发生在 26 日晚间，湖北省
丹江口市大沟林区瓦房槽村。

这里是丹江口市最北端，两省三县
交界处，山高路远，交通不便。

连日来，当地普降大到暴雪，处于二
高山地区的大沟累计降雪量达 20 厘米
以上，进出的交通中断。

风雪夜的村落，尤为寂静。
26 日 19 时 15 分，一个电话打给了

瓦房槽村村支书王富山。
“喂！王书记，我是四组组长王同娥，

贫困户王玉娥突发急病，现在不会说话，
昏迷不醒，这大雪封山的我们实在没有
办法啊。”

“好的，你关注着她的情况，我来帮
忙想办法。”

偏远的位置，恶劣的天气，紧急的病
人，怎么办？

王富山挂掉电话后，喊来其他村干
部和林区驻村干部代正华。

林区政府得知消息后决定：联络医
护人员做好上门急救准备，组织得力干
部入户帮扶。

随即，寂静的林区热火起来。几名年
轻力壮的林区青年干部自告奋勇争相参
与救援。几分钟后，担架、器械、药品、雨
衣、雨鞋、拐杖、手电筒就均已准备齐全。

一个由医护人员、政府干部、帮扶干
部、村干部等近 10 人组成的救援突击队
快速成立，在胡雪锋的带领下快速向患
者王玉娥家中奔去。

45 分钟的急速行进，救援突击队徒
步 5 公里多，到达王玉娥家中。

林区医院院长杨朝瑞初步诊断患者
是脑血管意外，需脑部手术，必须急送市
区医院。

21 时许，经过对病人进行前期诊疗
处置后，大家把病人抬上担架出村。

救援突击队每 4 人一班，每班前进 200 米一换，火速交
错轮换前行。在行进的过程中，胡雪锋就近联络经验丰富、
车况好的司机，在路况好的地方待命。

22 时许，通过 5 公里多的接力抬行，病人终于送上待
命的救援车。

凌晨时分，救援突击队返回林区，大家的衣服已被汗
水、雪水浸湿。记者 27 日中午获悉，患者现已脱离危险，手
术后在监护室进行进一步观察。

“一次接力，一次帮扶，一次考验。”胡雪锋说，基层扶贫
党员干部就是要在群众有需要的时候，冲得上，信得过。

(记者李伟)新华社武汉 1 月 27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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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7 日，牧民参加赛马比赛。当日，中蒙国
际“冰雪杭盖”那达慕在内蒙古乌拉特中旗甘其毛
都口岸开幕。 新华社发（支茂盛摄）

草原冰雪那达慕
连日来，陕西省榆林市在西安市展示丰富多彩

的民俗，邀请西安市民“2018 陕北榆林过大年”，感
受榆林民俗。 新华社记者陶明摄

陕北榆林过大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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