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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8日下午，“建党百年庆华诞
振兴发展看吉林”大型融媒体采访团来
到吉林市，走进了万科松花湖度假区，
体验吉林“四季生态旅游”的新格局。

这里是22℃的避暑胜地

走进万科松花湖度假区，映入记
者眼帘的是一片青葱，在22℃的静谧
山野中体会北国的夏季旅游乐趣。

万科松花湖度假区有10万平方
米户外优质草坪，60万平方米高山花
海，拥有野生植物74科244种。山地
野生花卉品类繁多，拥有蒲公英、毛百
合等20余种原生野花，度假区还播种
了20余种适合北方高山生长的野花组
合。万科松花湖度假区拥有的高山花
海，面积大，分布广，品种多，花期从5
月一直持续到10月中旬，错峰盛放长
达150天。还有辽阔的水域供游客水
上运动。今年夏季，度假区水上运动
基地重新装修，带来更好的感受。

“冰雪”“避暑”双轮驱动

万科松花湖度假区是中国滑雪面
积最大的滑雪度假区，有雪道34条，滑
雪面积175公顷，能同时满足8000人
滑雪，还拥有丰富多彩的赛事活动。
实际上这里是四季旅游的先驱，实现
了“冰雪”“避暑”双轮驱动。

度假区总经理赵兰菊表示，度假
区运营七年来，不断探索夏季经营并
持续投入，升级打造四季运营山地度
假场景，在树立冰雪产业标杆的同
时，积极开展四季旅游项目。夏季聚
焦城市“轻度假”和目的地避暑休闲
客户，围绕22℃的夏天自然避暑康养
主题，打造度假与景区结合的山地休
闲度假场景。夏季已形成观光休闲
区、山地运动区、家庭娱乐区、户外婚
礼区、航空飞行区、水上运动区六大
特色运营分区。

松花湖度假区自“五一”夏季运
营以来，夏季累计收入同比增长
115%，Wi-Fi人次同比增长15%，周
末亲子度假和目的地休闲避暑客群
明显增多。

打造生态、四季、全域型
旅游产品

万科松花湖度假区是吉林市打
造全域旅游的一个缩影。吉林市四
季分明的气候特点，使发展生态旅游
成为特色，特别是经过近些年的培育

打造，立足“雾凇冰雪、自然山水、休
闲养生、历史文化”等资源优势，形成
了生态、四季、全域型旅游产品。

春季以开江鱼美食节为主的踏青
品鱼乡村游、松花湖登山和增殖放流
旅游产品；夏季以松花湖休闲避暑度
假节为主的游湖光山色、环松花江徒
步、垂钓大赛、温泉养生、激情漂流、消
夏美食、微生活采风等系列旅游产品；
秋季以红叶白桦节为主的观枫、赏桦、
采摘、摄影采风旅游产品；冬季以雾凇
冰雪节为主的雾凇观赏游、冰灯雪雕
展、冬趣摄影、滑雪嘉年华、冰雪温泉、
冬季捕捞等系列旅游产品，逐渐成为
约定俗成的旅游文化共识，奠定了吉
林市扎实的生态旅游基础。

吉林市文旅局宣传处处长李维
庆表示，未来，吉林市要做“精”医药
康养。依托吉林市中医药产业资源
优势、绿色生态环境优势、厚重中医
药文化底蕴优势，推动中医药健康服
务与旅游产业有机融合。

要做“特”温泉康养。提升温泉
旅游管理水平和服务品质，营造低碳
生态突出、文化魅力独特的温泉旅游
产品；引导温泉旅游小镇、温泉旅游
度假区、温泉酒店、健康理疗金所、疗
养院、度假村等各类温泉企业。

要做“活”运动康养。大力发展
探险、登山、攀岩、滑翔、蹦极、骑行等
运动康养;以国家级、国际性赛事节
事为依托，利用风景廊道、绿道网络、
慢行系统等设施和产品，开展运动康
养；继续引进符合避暑特点的马拉
松、环湖环城自行等运动节事，引导
和培育大众运动康养生活习惯。

要做“优”美食养生。利用人参、
大米、梅花鹿、林下特产、矿泉水等天
然健康食材精做地方特色美食，让游
客品出吉林市味道，品出舌尖清香；
深入挖掘吉林市传统美食文化，开发
高端药食同源养生食谱，打造一批养
生美食品牌；支持和培育一批特色美
食名店和龙头企业，鼓励研发、生产、
销售即食、易带美食产品。

要做“大”康养集聚区。抢抓乡
村振兴战略等政策机遇，加强技术创
新、组织创新、管理创新，引进国内外
先进技术团队、康养投资机构;支持
开发一批低温康养样板基地，支持大
型雪场充分利用品牌效应和资源优
势，打造国家体育旅游基地，实现“避
暑”“健身”双轮驱动。

实现实现““冰雪冰雪”“”“避暑避暑””双轮驱动双轮驱动

吉林市打造生态旅游大环线吉林市打造生态旅游大环线

截至 2021 年 7月 28 日
16时，江苏南京新冠肺炎疫
情已外溢到5省13市，多例
病例有多地旅行史。为巩
固疫情防控成果，科学精准
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
长春市疾控中心提醒：

请 7 月 17 日以来有张
家界市旅居史的人员，特别
是观看 7 月 22 日晚魅力湘
西表演的所有观众及与当
晚观众有接触史的人员，要
立即向所在社区（村屯）报
告，配合落实防控措施。

请 7 月 17 日以来到过
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经
开区）、7 月 14 日以来到过
沈阳市大东区、7月17日以
来到过安徽省芜湖市、7月
24日以来到过四川省泸州
市江阳区、7月19日以来到
过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7
月 25日以来到过辽宁省大
连市甘井子区、7月21日以
来到过江苏省扬州市主城
区、7月25日以来到过四川
省成都市（青羊区、武侯
区）、7 月 23 日以来湖南省
常德市（武陵区、鼎城区）的

人员，立即主动向所在社区
（村屯）报告，配合社区落实
相关防控措施。

即日起，上述地区来
（返）长人员，须持72小时内
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抵长后
主动向社区（村屯）报告。如
无法提供核酸检测阴性证
明，要立即接受核酸检测，期
间实施单独居家隔离，检测
结果阴性者方可解除。

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
国内疫情发生地发布的无
症状感染者及确诊病例行
动轨迹，现居住长春市且与
无症状感染者（或确诊病
例）行程轨迹有交集者，应
立即向社区（村屯）报告，并
配合落实相关防控措施。

近期国内多地发生本
土疫情，提醒广大市民近期
不要前往疫情发生地有关
区域，并做好个人防护。机
场、火车站、客运站、商超、
餐饮单位、宾馆酒店、农贸
市场、影剧院等重点场所要
强化常态化防控措施落实。

长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1年7月28日

在窗口用现金购票的旅
客是否遇到过这样的困扰：
买完票行程有变走不了需要
退票，急忙来到售票室，看着
窗口排着的队伍，列车即将
出发，错过了退票时间怎么
办？别急，看看铁路部门如
何支招。

为方便旅客出行，进一
步优化电子客票退票手续，
在车站窗口、自动售票机、代
售点购买电子客票并使用电
子支付方式的，可通过铁路

12306网站（含手机客户端）
在线办理退票手续，票款将
原路退回到支付账户。

对于使用现金购买的电
子客票，或已领取报销凭证的
电子客票，如想退票，旅客可
先行在网上办理退票，再于
180天内到任一车站完成退
款等相关手续。已领取报销
凭证的旅客请妥善保管您的
报销凭证，在窗口领取退票款
时，需一并交回。/城市晚报
全媒体记者刘佳雪报道

长春疾控重要提醒 急寻以下人员

窗口购买的火车票可以这样退
真是太方便啦！

以“中国芯”打造
吉林高科技企业新样本

随后，采访团又走进吉林
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见证

“中国芯”的诞生。
从草创初期一穷二白，到

今天总资产近44亿元，员工
2100余人，吉林华微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筚路蓝缕五十载，将
积累多年的技术经验厚积薄
发，引领技术前沿，开拓新兴领
域，用“中国芯”打造数字吉林
发展新样本。

华微电子是集功率半导体
器件设计研发、芯片加工、封装
测试及产品营销为一体的国家
级高新技术企业，在中国功率
半导体器件行业连续十年排名
第一。公司经科技部、中科院
等国家机构认证，被列为国家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国家创新
型企业、国家企业技术中心、
CNAS实验室，于2001年3月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据公司负责人介绍，华微
电子以诚信共赢为原则，以持
续创新为制胜之本，进一步加
快中高端产品的研发进程，不
断加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
产品生产规模，在公司内部运
营中持续强化精益管理，不断
提升运营效率，加快由功率半
导体器件生产基地向研发、生
产基地转型的步伐，着力将企
业打造成让“政府放心、投资者
开心、员工舒心、社会满意”的
优质上市公司。

未来，华微电子将以“敏锐
坚韧 迅捷 协作”的企业精神、

“真诚和谐 简练高效”的行为准
则打造勇于冲刺在时代前端的
狼性团队，通过公司的持续快
速拓展，带动上下游产业、地区
经济的发展，引领行业技术前
沿与时代发展，树立中国功率
半导体的民族品牌，打造世界
级的功率半导体企业。/城市晚
报全媒体记者 陆续 报道 摄松花湖度假区松花湖度假区

松花湖度假区松花湖度假区

吉林华微电子吉林华微电子

吉林华微电子吉林华微电子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新吉林·新答卷

7月 21日，长春市南关
区重庆路商圈综合改造工程
（重庆路商圈城市设计）、造
价咨询招标公告正式发布，
改造范围东起大经路，西至
人民大街，重庆胡同改造范
围东起健康胡同，西至人民

大街，包括重庆路商圈，新发
路、上海路、大马路、西四道
街、咸阳路、人民大街所围合
的区域，占地面积199.48万
平米，投资7400多万元。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陆续 报道

长春重庆路商圈综合改造工程将启动

日前，教育部办公厅印发
《关于开展中小学有偿补课和
教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问题
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教师
厅函〔2021〕17号），面向全国
中小学校和教师开展为期九
个月的有偿补课和违规收受
礼品礼金问题专项整治，进一
步规范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
营造风清气正的育人环境，促
进中小学生健康全面发展。

据了解，此次专项整治将
聚焦社会反映强烈的突出问
题，在不同环节开展治理。通
过对照自查、检查抽查、开展
师德专题教育等措施，进一步
压实责任、完善机制、查找问
题、形成震慑。通过此次专项
整治，要求各地开展自查自
改，完善管理机制，建立工作
台账，对查实的问题依法依规
严肃处理，持之以恒抓好师生
群众反映强烈、影响恶劣的突

出问题整治；梳理查处的有偿
补课、违规收受礼品礼金问题
典型案例，建立典型案例库，
并通过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
统动态更新；结合教育部公开
曝光的违反教师职业行为十
项准则典型案例和各地各校
查处的相关案例，开展警示教
育，组织教师剖析原因、对照
查摆，引导教师以案明纪、警
钟长鸣。

教育部对教师“课上不
讲课下讲”“组织开办校外培
训班”“同家长搞利益交换”
等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
在专项整治期间，各地教育
行政部门将与相关部门密切
配合，进一步加大对相关违
规行为的执法处罚力度，按
照“从严查处、形成长效”原
则，落实主体责任、强化宣传
教育、严格教师管理。

/据央视

教育部启动中小学有偿补课和教师
违规收受礼品礼金问题专项整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