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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为隆重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经党中央批准，中央
宣传部组织开展了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百城百县百企”调研
活动，并根据调研活动优秀成果精选164篇调研报告编纂成书，
分《改革开放与中国城市发展》《改革开放与中国县域发展》《改
革开放与中国企业发展》3种共9卷。

其中，《改革开放与中国城市发展》一书选取 51 份调研报
告，基本囊括了从中国东部沿海到西部边陲、从南部开放热土到
北部特色城市在改革开放中的突出成绩，充分反映改革开放让
这些城市发生的巨大变化，尤其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在生态建设、精准扶贫、科技创新、乡村振兴、产业转型升级等
方面的巨大成就，既有鲜活的经验案例，又有理论总结的提升，
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经验借鉴，为回顾研究改革开放提供了重
要文献资料，对讲好改革开放故事、凝聚改革开放共识、坚定改
革开放再出发的信心和决心具有重要意义。

由中共白城市委宣传部撰写的《春风染绿新白城——吉林
省白城市改革开放40年生态建设调研报告》一文入选《改革开
放与中国城市发展（上卷）》，有幸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
梦宣传教育鲜活教材中的一课，是对白城改天换地、涅槃重生壮
丽图景的生动展示，更是对白城生态立市、富民强市发展经验和
正确抉择的高度认可。

新时代，新气象，新篇章。做改革开放最坚定的发扬者和实
践者，在广袤的瀚海大地续写熠熠生辉的生态故事，白城，永远
在路上！

今天，本报全文刊载这篇调研文章，以飨读者。
——编者

改革开放40年，吉林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其中
一个彰显鲜明时代感、实现区域发展历史性跨越和突破的巨大
变化是，素有“八百里瀚海”之称西部白城的生态建设，取得了令
人瞩目的显著成就。在迎庆改革开放40周年的盛夏时节，我们
就此进行了专题调研。欣喜看到的是：这里昔日白花花的盐碱
地，现已是绿油油的青草地和一望无际的水稻田；一些断流多年
的河湖扬起了新波，许多大小泡塘不再干涸；过去缺林少木，黯
然失色的城镇、乡村，现已是林网密织、环境宜居的美丽家园；无
论是国省干道，还是县、乡公路，一路走来，均是标准化林带绵延

相接，乔灌草错落环绕；广袤的原野上，靓美如画的风力发电场
星罗棋布，一群群傲然挺立的风电机组不舍昼夜，尽情地合奏着
助推白城清洁能源新产业的勃兴之歌。

更令人振奋的是，自省委、省政府作出全面建设吉林西部生
态经济区的重大决策以来，白城新一届市委、市政府在历届班子
持续努力的基础上，带领全市人民创新开拓、拼搏实干，把生态
建设推进到最好最快发展新时期。调研汇总的大数据，硬实实、
饱满满地撑起了白城生态建设取得的5大硕果：

生态投入有了大增长，40年来，无论是对上争取国家专项
资金投入、对外争取引进项目资金投入、对内挖掘各方潜力投
入，都有数十倍乃至数百倍的增长，仅2016年、2017年两
年，全市用于生态建设的投入就高于前10年投入的总和。生
态环境有了大改善，森林覆盖率由1978年的5.1%提升到12%
（白城这小小几个百分点的艰难提升，却是几代人汗水的结
晶，卓绝的历史性攀升），草原综合植被覆盖度恢复到75%以

上，城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13.74%；50%以上的盐碱地
得到了有效开发利用，土地荒漠化面积减少34%；水资源合
理开发利用水平全面提高，地下水平均上升1.02米，降水量
超过450毫米，达到40年来最高水平，据测算，由于降雨充
沛，全市每年农民仅灌溉费用就节省支出5亿多元；全市近
10年的平均风速比1978年前10年下降了0.55米/秒，蒸发量
减少了4.7%，扬沙日减少了40.7%，空气湿润度显著提升，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全省第一。生态扶贫取得大成效，通过配套
加大生态扶贫举措，全市实现减贫15.6万人，贫困发生率由
17.9%下降到4.1%，不适合生存环境的贫困群众基本实现易地
搬迁、整体安置。生态经济实现大转型，以绿色农产品为主体的
生态农业、以清洁能源产业为先导的生态工业、以湿地草原为特
色的生态旅游业、以发展循环经济为追求的生态模式，在一、
二、三产业中的比重均有明显上升。生态城市融入大格局，白
城现已成为“全国生态保护与建设示范区”“生态文明先行示

范市”“国家首批海绵城市”“国家生态建设示范区”“水文明生态
示范市”。生态建设的大格局，给白城带来了更大的收获，白城又
进入到国家级大型商品粮基地市、“全国农业四大开发区”。

透过这些大数据大成果，我们强烈地感受到改革开放40年
来的强劲春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生态文明建设春风，已
经全面通透地染绿了2.6万平方公里白城大地；一个改天换地、
涅槃再生的新白城，已经跨入了生态立市、富民强市的新时代。
这一感受又平添了我们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一定要深刻剖析揭
示困窘白城昨天，痛彻饱受的生态之累；全面着实展现生机白城
今天，艰辛斩获的生态之益；更要精准研深悟透撑起希望白城今
天和明天，生生不息的生态之魂。

一、困窘白城——桎梏吉林西北部的生态
困惑

白城位于吉林省西北部，地处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三省区
结合部，松嫩平原西部，科尔沁草原东部。1954年设立吉林省白
城子专员公署，历经多次区划调整，1993年8月撤地设市，现辖
一区（洮北区）、两县（通榆县、镇赉县）、两市（洮南市、大安市），
3个省级开发区（白城经济开发区、大安经济开发区、查干浩特
旅游经济开发区）。史册记载的白城，生态环境得天独厚：土地辽
阔、湖泊遍野、林密草茂、粮丰畜旺，是闻名遐迩的“棒打狍子瓢
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的“生态之乡”；资源禀赋非常丰富：人
均占有耕地、宜林地、草原、水域、芦苇面积均居全省第一，
风力、光热资源十分充足。由于自然和人为多种因素影响，白
城生态变得较为脆弱，一度产生了“进了洮南府，先吃二两
土，白天吃不够，晚上还得补”的苦痛民谣。到了20世纪六
七十年代，生态滑坡的态势仍未得到遏制：雨水少了、风沙大
了，干旱重了、盐碱地多了，水流小了浅了断了、草地林地湿
地稀了秃了缩了。白城大地怎么了？令人困惑的生态环境，使白
城陷入了十分困窘的发展境地。

（一）生态透支导致环境不断恶化

1.土地资源长期取予失衡，带来严重质量退化

白城地多本是好事，但地多往往导致人“懒”，耕作粗放、广
种薄收，长期疏于对土地的养护和投入，甚至过度垦荒、恣意索
取。到改革开放初期，全市低产农田面积较大；沙化土地不同程
度加重，且仍以每年0.8%的速度递增；盐碱化土地面积达602
万亩，超过土地总面积的1/5。 （下转二版）

春 风 染 绿 新 白 城
——吉林省白城市改革开放40年生态建设调研报告

●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 中共白城市委

本报讯（程威龙）日前，白城市公安
局认真梳理“白山市何某涉黑案”线
索，先后增派精干警力进行摸排、研
判，成功锁定其重要成员段某目前正
藏匿在白山市抚松县山区。专案组积
极争得省公安厅刑侦局支持后，立即
指派多名精干警力前往实施抓捕。经
过一昼夜紧张周旋，民警在当地公安
机关配合下，成功抓获公安部B级涉
黑逃犯何某。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
深挖中。

“洮河e购这个电商平台为我们提供了
更多的销售渠道，拓展了我们市场销售的途
径。通过加入洮河e购，我们的销售量有所
提升，利润也有所增加。我希望通过洮河e
购的推广把我们御粟小米这个品牌做大做
强。”洮河湾有机小米农民专业合作社职员
孙旭说。

为扩大洮河镇农产品的品牌影响力，拓
宽网络销售渠道，增加农民收入，在洮北区
洮河镇政府的大力推动、支持下，通过近一
年网站搭建调试，洮河 e 购电商平台于
2019年1月正式上线运营。

洮河e购是洮北区第一家由镇政府主
导、企业直通式销售、农产品产地直供的扶
贫助农农产品电商平台。主要以销售具有地
方特色的农副产品为主，产品涵盖本土特
产、特色食品、茶叶、粮油产品、禽畜等6大
类46种特色农产品。

洮河e购电商平台本着“服务至上，质
量第一”的经营理念，为客户提供一流的服
务，保证平台上所提供的一切商品均来自于
一线农户，让所有的客户能在第一时间体验

到纯天然、无任何添加的绿色有机商品。
洮河e购在追求经营理念不变的情况

下，主动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助力脱贫攻坚，
为当地贫困户提供更多的产品销售渠道以
及更多的客户消费群体，力争为贫困户创造
更多的经济收入，早日实现脱贫。

洮河镇关帝村农民刘武就是受益的贫
困户之一，谈起洮河e购电商平台，刘武喜
悦之情溢于言表。“跟洮河e购合作挺开心，
平台也特别给力。前些年我种植的有机水稻
都是自已销售，卖不上好价钱。今年我和洮
河e购合作销售有机水稻，价格比我自已销
售高出了很多，收益挺可观的。”

“相比较农户自行销售，在平台上销售
能让农户的收益提高10%到20%，而且我
们还建立了扶贫资金池，在保证正常运作的
情况下，平台拿出销售额的2%作为扶贫专
项资金，用于地方公益事业，积极推广并打
造具有地方特色的公益项目。”洮河e购销
售专员王楠介绍说。

“下一步我们将加大产品推广和平台推
广力度，不断壮大电商队伍，让自已更专业，
更有实力去顺应电商发展的大潮，努力把洮
河e购电商平台打造成洮河镇对外宣传的
电商新名片，为打赢脱贫攻坚战贡献力量。”
对于洮河e购电商平台未来的发展，王楠信
心满满。

深化增值税改革，将制造业等行业现行16%
的税率降至13%，将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现
行10%的税率降至9%；下调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单位缴费比例，各地可降至16%；今年务必使
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社保缴费负担有实质性下
降；全年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缴费负担近2万亿
元……政府工作报告对减税降费做出非常细致的
安排。

今年经济社会发展任务重、挑战多、要求高。
报告的一系列具体措施落到了企业的心坎上，回
应了社会各界期待。减税降费的效果，从眼前看，
有利于减轻企业负担，增强企业信心和抗风险能
力，有效稳定市场预期。从长远看，有利于持续激
发市场主体活力，有利于稳增长、保就业、调结构，
有利于增强发展后劲，为改革发展注入新动能，为
经济平稳运行创造条件。

一“减”一“降”，伴随的是一系列攻坚克难的
改革举措。中央财政要开源节流，增加特定国有金
融机构和央企上缴利润，一般性支出压减 5%以
上、“三公”经费再压减3%左右，长期沉淀资金一
律收回；地方政府也要主动挖潜，大力优化支出结
构，多渠道盘活各类资金和资产……面对减轻企
业税收和社保缴费负担给各级财政带来的压力，
政府工作报告对政府部门过紧日子提出了要求。

把减税降费这件大事办好，需要紧抓落实不放
松，瞄准“切实让市场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有明显
减税降费感受”这个目标，追根溯源，制定细则，确
保应减尽减，应降尽降。各地各部门要打通梗阻，推
动政策落地，把真招做实，把好事办牢。各级政府部
门应充分平衡财政收支关系，深化机构改革和职能
转变，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能，为减税降费创造更
大空间，还应在减税降费过程中，同步降低融资、制
度性交易等多重成本，真正让企业轻装上阵，心无
旁骛搞经营，把潜力释放出来，让活力迸发出来。

税费的“减法”中，蕴含着各类市场主体效益
的“加法”。把减税降费这件大事办成办好，换来的
将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乘法”。

电商起航促脱贫
●王维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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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黑除恶进行时

本报讯（记者汪伦）日前，记者
在镇赉县农业局了解到，镇赉县备
春耕生产工作推进有序。主要体现
在农资市场持续检查不松懈，备春
耕生产资金准备就绪，农资储备供
应逐步到户，科技培训服务力度加
大等。

在农资市场监管上，镇赉县农

业综合执法队组织执法人员于2月
初至目前对辖区内农资经营业户进
行了检查和入户倒查，共检查经营
业户162户，入户倒查45户，种子备
案129户，种子签样154个，对发现
的问题进行了责令整改。在资金准
备上，2019年备春耕资金计划投入
7.5亿元，截至目前已筹集4亿元，占

计划的53%。在农资储备上，截至目
前种子总需求6300吨，到户率已达
到46%；化肥总需求15万标吨，到
户率已达到40%；农药总需求330
吨，到户率已达到10%；农膜总需求
2500吨，到户率已达到60%。

针对可能发生的旱情，镇赉县采
取多种措施，全力以赴进行抗旱。春
季计划新增打抗旱水源井65眼，用
来缓解阶段性旱情；启用小农水型全
移动喷灌设备794台套；新增小型全
移动喷灌设备54台套、针式喷灌机8
套、卷盘式绞盘喷灌机138套、配套
水泵196台；启动15504眼井开闸放
水，做到歇人不歇井；利用引嫩入白
骨干渠工程增加灌溉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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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工作有序推进

哈尔淖水库滋润万顷良田。 本报记者李晓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