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更好地宣传
普及新《证券法》，引
导广大投资者学法、
懂法、守法、用法，切

实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上海证
券交易所于 2020 年“3·15”“5·
15” 期间组织开展了新《证券法》
线上趣味知识竞答活动。

东北证券组织各营业网点发
动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活动，
通过公司官方网站、官方微信发布
宣传海报、参赛指引等，并通过营
业网点面向广大投资者积极推介，
为活动进行预热。 公司各营业网
点积极响应号召，组织员工及投资
者广泛参与活动，吸引了 2.6万余

人次投资者参与其中，活动取得了
较好效果。经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综
合评定，东北证券在 80余家参赛
券商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荣获

“3·15” 及“5·15” 两项新《证券
法》知识竞答活动最高奖“卓越组
织奖”。

未来， 东北证券将继续加强
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沟通合作，
持之以恒开展投教服务， 用更多
形式新颖、内容丰富、主题深刻的
投教产品及活动， 打造公司投教
服务品牌， 助力构建新时代资本
市场投资者保护生态环境。

/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宋佳
静 报道

东北证券荣获上海证券交易所
“3·15”“5·15”新《证券法》
知识竞答活动两项“卓越组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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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主岭市划归长春市代管的
意义十分深远，23 日，长春市规划
和自然资源局相关负责人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是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振兴东北座谈会讲话精神，
落实省委省政府“一主六双”产业
空间布局，推进长春现代化都市圈
建设的重大举措，对长春市城市未
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长春市城市整体空间框架
更为合理

长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国
土空间规划处的相关负责人表示，
公主岭市划归长春市代管，拉开城
市空间框架， 拓展发展战略纵深。
长春市位于东北区域的中心，哈大
发展轴线上，区位优势明显。 但从
长春市范围内看，长春市中心城区
偏于市域西南，城市在东北方向上
发展空间较大，但在西南方向上却
受到行政范围限制，发展空间严重
不足。近年来长春市汽车产业快速
发展， 产业发展空间需求旺盛，城
市西南区域产业发展空间供需矛
盾日渐突出。公主岭市划归长春市
代管，在西南方向上打破了空间束
缚， 拓展了城市发展战略纵深，使
长春市城市整体空间框架更为合
理，未来城市发展空间更为均衡。

进一步提升长春的区域城
市竞争力

同时还壮大城市规模总量、强
化长春在区域范围内的辐射带动

作用。 公主岭全域面积 4141平方
公里，人口 108 万，经济总量 303
亿。 公主岭市纳入长春市代管，使
长春市全域面积达到了 24735 平
方公里，人口达到 850 万，经济总
量超 6000 亿，这使长春市城市能
级得到提升，也将进一步提升长春
的区域城市竞争力，进而辐射带动
都市圈范围内的城市发展，为实现
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注入新的强大动能。

目前，长春市正在开展国土空
间总体规划的编制工作，公主岭市
划归长春市代管后，长春市规划和
自然资源局积极与公主岭市进行
相关工作对接，正在将公主岭全域
空间纳入长春市国土空间总体规
划范围，将公主岭作为未来城市西
南部的重要发展空间，根据长春市
城市发展的实际需要，统筹确定长
春市国土空间开发和保护总体格
局；并同步开展公主岭市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及重点发展区域的详细
规划的编制工作，以指导区域未来
建设和发展，实现区域发展“一盘
棋”，空间规划“一张图”。

其中在产业发展空间布局方
面， 以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
朝阳经济开发区、 西新工业区、公
主岭经济开发区、大岭汽车物流经
济开发区为支撑，合理进行产业分
工协作，打造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的
先行区。 依托哈大铁路、102 国道
等交通通道， 结合范家屯镇区、公
主岭市区、岭东工业区打造长春 -

四平协同发展带；依托 105 省道、
长深高速公路，发展怀德、大岭等
重点区域， 打造长春 - 双辽协同
发展带。

加快长春市重点道路与公
主岭区域连接

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方面，加
快腾飞大路、富民大街、硅谷大街
等长春市重点道路与公主岭区域
连接；推动轨道交通五号线、七号
线延伸至公主岭区域；规划轨道交
通快线连接公主岭市区与长春市
区。市政基础设施方面，协调给水、
排水、供热、电力、燃气等重大市政
基础设施的规划布局，根据区域建
设发展的实际需求合理安排建设
时序。

在公共服务设施共建共享方
面， 在东风大街及新凯河区域，规
划城市西南副中心， 集中布局市
级、区级教育、医疗、体育、文化、商
业等公共服务设施，为城市西南部
区域提供服务。

在生态环境共治共保方面，开
展新凯河综合治理， 以水质达标、
防洪排涝安全为核心， 构建河畅、
水清、岸绿、精美的水网体系，打造
南北向区域生态廊道。公主岭市位
于长春市城市上风向，规划在区域
范围内预留三条楔形绿地，作为区
域城市通风廊道，改变城市局部区
域的小气候，减少城市热岛效应。

/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陆续
实习生 韩金朗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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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区域发展“一盘棋”
空间规划“一张图”

在“百日攻坚创效”行动最后
冲刺阶段， 为加强加气站安全管
理， 提升站内员工和天然气承运
商现场应急处置能力， 中国石化
吉林四平分公司在红嘴加油（气）
站组织开展管束车起火应急预案
演练。

安全专员为现场人员讲解加
气站及管束车工艺流程、 主要危
险源及可能发生的事故类型，并

结合加气站经营生产实际， 模拟
管束车在卸气作业过程中发生起
火启动应急预案演练。 旨在提高
员工居安思危意识， 加强对重大
风险和隐患的评估及防控， 树立

“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全天候”
原则，做好安全管理工作，为“百
日攻坚创效”行动守护安全防线。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刘佳雪
报道

中国石化吉林四平石油
开展应急预案演练 守护“百日攻坚”安全

中国石化吉林市加油站
开展员工规范服务训练

为提高服务质量，加强员工
业务能力， 提升加油站整体风
貌，助力“百日攻坚创效”行动
完美收官， 中国石化吉林市石
油积极开展加油站员工规范服
务训练。 从引车到位开始，逐步
对员工进行规范训练， 帮助员
工提高业务技能的同时， 促进

员工在思想上积极进取， 形成
“懂争取、肯实干、下苦工、争创
效”的良好氛围。 小到站内卫生
大到回访客户， 尽全力为顾客
营造良好的消费体验，实现“百
日攻坚”增量创效。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刘佳雪
报道

中国石化吉林天然气分公司
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加快基层项目改造进度

中国石化吉林天然气分公司
在“百日攻坚创效”行动中充分发
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抽调骨干
力量，组成党员突击队，合力攻坚
基层改造项目。

公司党总支积极动员广大党
员干部，以“三支队伍”为依托，主
动投身到项目当中， 加快改造进
度。 党总支成员亲自带队多次下

基层调研和督导， 党员突击队成
员聚焦重点难点环节， 对生产设
备选型、电力增容改造、项目安全
三同时、 环保三同时手续办理等
制定攻坚措施， 以超常信心和决
心，早日完成基层项目改造，确保

“百日攻坚创效”行动取得胜利。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刘佳雪

报道

中国石化吉林延边石油团支部开展
“百日攻坚创效”优质服务竞赛活动

中国石化吉林石油“百日攻坚
创效”行动已进入关键时期，为进
一步提升加油站现场服务水平，延
边分公司团支部组织开展“百日攻
坚创效”优质服务竞赛活动。

公司统一制作、 下发加油员
岗位标准化工作小视频， 组织机
关团员青年到市区 4 座车流量

较大的加油站开展优质服务帮扶
工作，重点从营业员仪容仪表、加
油八步法的操作、 礼貌用语等方
面进行指导。 树立中国石化良好
品牌形象，提升客户满意度，增强
客户黏性，助力“百日攻坚创效”
行动。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刘佳
雪报道

中国石化吉林松原石油优化公文系统
为助力中国石化吉林石油“百

日攻坚创效”行动取得实效，经前
期与当地相关部门紧密协调，松
原分公司政府公文系统正式投用。
经过网络调试、信息采集、运行试
验等一系列准备工作，目前，松原
分公司能够通过公文系统， 直接

在线与政府及各职能部门进行公
文往来，及时掌握市政府最新工作
动态， 畅通与职能部门间沟通渠
道，提高工作效率，为“百日攻坚创
效”行动添砖加瓦。

/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刘佳
雪 报道

“转眼间快3年了， 看着挖掘
机、翻斗车日夜穿梭，道路开通指
日可待啦！ ”6月21日，长春市乐山
镇居民齐国发站在自家的超市
旁， 看着国道饶盖公路长春至依
家屯段项目即“老长乐公路”已具
雏形，眼中满是期待和畅想。

2018年7月5日， 国道饶盖公
路长春至依家屯段项目开工。 国
道饶盖公路长春至依家屯（市界）
段原为长春至伊通公路， 是连接
长春和四平两个地区的重要公
路， 长春市南部新城的一个重要
出口， 同时也是配合长春市南部
新城的重要基础设施之一， 此项
目已划入长春市政府改善民生工
程的重点项目。

该项目起点位于现有长春市
前进大街与规划甲二路相交处，
顺延前进大街规划线位向南上跨
绕城高速公路（新建跨线桥），经
永春镇西侧绕越永春镇， 向南从
乐山镇西侧沿乐山镇规划边界通
过，经后岭、西双庙，项目终点位
于长春与四平交界的依家屯。 项
目全长37.1公里，公路部分按双向
六车道一级公路标准立项， 断面
宽度33.5米。 起点至永春段8.1公
里按照市政府专题会议采用城市
主干路标准建设，道路红线64米。
建设期为2018年7月至2020年12

月31日。 公路开通后，长春至乐山
镇的行车时间将由2个小时缩短
为40分钟。

据悉， 该项目是打通长春与
公主岭、四平的五条通道之一，项
目可大范围释放沿线土地资源，
拉升土地价值， 是推动南部新城
快速发展的关键性配套设施项
目。 项目能够有效解决永春、乐山
两镇沿线群众出行难问题， 是非
常紧迫的民生工程。 该项目重新
选址替代原有旧路， 既破解了城
市出口瓶颈路问题， 又提高了国
道网通行能力， 对改善和加强区

域交通设施水平起到积极作用。
据悉，项目公路部分长28.456

公里，采用一级公路标准设计，双
向六车道，设计时速100公里每小
时，道路横断面宽度为33.5米。 有
大桥1座、中桥7座、小桥6座、盖板
涵23道、箱涵16道、通道涵1道。旧
路恢复工程全长8.3368公里。采用
2车道三级公路标准，设计时速40
公里每小时，路基宽度为8.5米。有
中桥8座459米(其中旧桥利用6座
328米)，小桥5座92米，涵洞24道。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刘佳
雪 报道 蒋盛松 摄

作为打通长春与公主岭、四平的五条通道之一
国道饶盖公路长春至依家屯段项目进展顺利，预计今年底竣工

长春至乐山镇行车时间
将由2个小时缩短为40分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