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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长春兴隆铁路口岸，中欧班列（长满欧）货运
现场一派忙碌的景象，一列火车缓缓进站，等待吊装
机械用集装箱将其仓位填满。这些装满汽车零部件等
货品的集装箱将被发往俄罗斯以及欧洲部分国家。疫
情发生后，在做好防控措施的前提下，“长满欧”班列
依然保持常态运行，不断来回奔走，畅通着中欧贸易
渠道。

“90后”小张是长春国际陆港的一名员工，主要负
责进口货源的跟单操作和统筹等工作。连日来，因场
站实行闭环管理，他便坚守在中欧班列的物流岗位
上。他告诉记者，对于出口企业来说，将货物及相关单
证交付到物流人员手中，工作就结束了。但对于中欧
班列的业务人员来说，工作远远不止这些，要详细制

订班列通关运输计划，优化班列开行方案；利用数字
口岸办公系统，将票据信息直接发送到海关、货物代
理公司等终端，实现“无接触”快速对接，加快中欧班
列通关效率。“而且，因为疫情防控的需要，我们还要
做好消杀等工作。”在他的介绍下，记者看到，场站内
设有专门对进场车辆进行消杀的区域，工作人员正在
对一辆集装箱货车进行消毒。

“疫情发生后，我们委托第三方对进口集装箱进
行严格消毒处置，拆装作业人员和兴隆海关一线监管
作业人员实施闭环管理。”长春国际陆港发展有限公
司董事长王玥表示，连日来，长春兴隆铁路口岸并未
中断运营，属地政府、疾控部门多次指导并启动应急
预案。发改、商务、交通、工信等部门及时协调并发放

通行证，确保了进出口岸的集疏运车辆通行。
“疫情阻止不了长春经济发展的步伐。”王玥说，

依托通道与资源优势，他们正积极扩大我省进出口贸
易，并与多个组织和企业进行了线上沟通，白俄罗斯
的钾肥、板材，以及巴斯夫的化工品等业务正在积极
推进。

“截至目前，长春兴隆铁路口岸吞吐量为19992标
箱，同时完成调运食用油、方便面等保供物资400吨，
化肥调运9000余吨。”据王玥介绍，1~4月份，中欧班列
（长满欧）共承运货物2226标箱，承运货物2.44万吨，
货值约人民币 6.45 亿元，本省货物占比 46%。其中，4
月份，“长满欧”共承运货物334标箱，承运货物0.28万
吨，货值约人民币0.75亿元，本省货物占比68%。

“长满欧”班列常态运行不停歇
本报记者 宋 莉

5月4日，在长春经济圈环线高速公路一期项目施工现
场，工人们挥汗如雨，自复工以来，该项目迅速掀起大干热
潮。

长春经济圈环线高速公路一期项目九台至双阳段，连接
长春市九台区、吉林市永吉县、长春市双阳区，起点为九台
区山咀村，终点为双阳区后于家屯。项目主线全长79.53千
米，设计速度 100 千米/小时，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
准。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区域高速公路网络、促进长春
现代化都市圈建设。该项目于4月20日复工。

走进TJ01工区现场，戴着安全帽、N95口罩的施工人员
正在进行路基填方作业。“复工前，我们就制订了完善的疫
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方案。”项目施工方、中交一航局长春环

线项目负责人张化锋介绍，项目部给每位入场人员建立了个
人信息档案，开展行程轨迹摸排和追踪监测，积极储备防疫
物资，给所有工作人员测量体温、发放口罩，保障人员安全
入场。正式复工后，项目部严格落实工点闭环、作业人员网
格化管理等措施。就餐采取打包分餐、错时取餐的方式，防
止聚集。同时加强对宿舍的管理，严格落实隔离制度，并抽
调专人负责疫情防控工作，严格落实复工复产防疫措施。

TJ02/LM01工区同样是一片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在饮
马河大桥、孙家屯大桥、大荒地中桥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在
开展桥面系施工及水稳碎石加工作业。工程技术员张亮告诉
记者，疫情期间不能干活，大家都憋着一股劲儿，为尽快完
成生产任务，目前所有人都在争分夺秒施工。

长春经济圈环线高速公路项目加紧建设
本报记者 丁 莉

五一期间，记者实地探访我市轨道交通工程建设一线，亲历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的前提下，建设者们抢抓复工“黄金期”，奋力施工的场景。

在轨道交通6号线华庆路站施工现场，钢架林立、机械轰鸣，现场施工人员佩戴口
罩、安全帽，或浇筑混凝土，或安装模板，彼此间配合默契，忙而不乱。

来自四川的木工王洪自复工复产以来，就一直吃住在工地上。“我现在做的合模
工作怎么形容呢，打个比方吧，钢筋是‘骨头’，混凝土是‘肉’。而我现在做的模板就是

‘衣服’，有了‘衣服’的保护，所有的构架才会更稳固。”王洪说，为了追赶施工进度，工
人们主动放弃假期，每个人都干劲十足。

记者注意到，所有现场施工人员的安全帽下都佩戴着N95口罩，工人们之间也都
尽量保持着2米以上的安全距离。据中建交通长春城市轨道交通6号线03标段三工区
项目经理高杨介绍，项目部始终绷紧疫情防控安全弦，所有人员实行全封闭管理，他
们还准备了充足的防疫物资。“我们要求全员尽一切可能减少非必要走动，还主动联
系社区到现场组织工人做核酸。目前6号线华庆路站所有施工都在有序进行，第一流
水段浅坑冠梁挡阻墙已经完成。”高杨说。

据了解，结合轨道交通工程建设工点人员情况，长春轨道交通集团制订了三个阶
段复工复产计划。第一阶段是人、机、物均在封闭管理区内的工点可复工复产；第二阶
段是能够实现人员“点对点”通勤的工点可复工复产；第三阶段是在城市转入常态化
疫情防控时，全面复工复产。复工的轨道交通工程各项目部提前做好工程风险隐患排
查、问题整改、安全评估、文明施工准备等工作。4月20日，我市轨道交通在建工程中5
条线路、12家单位、21个工点启动第一阶段复工复产；4月28日，71个工点启动第二阶
段复工复产。

目前，我市轨道交通工程在建线路7条，在建里程121公里，车站86座，车辆段8个，施
工封闭管理区150个。第一、二阶段复工复产以来，轨道交通工程建设严格落实省市疫情防
控政策，筑牢防疫和安全生产双重防线，截至5月4日，现场作业51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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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丰雷 通讯员朱栋泽） 为有效
恢复社会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公主岭市近日在全市
范围内开展新一轮高质量全覆盖的消毒消杀，全力
保障复工复产工作有序进行。

在公主岭市河北街道玛钢社区紫金公馆小区，
社区工作人员背负消杀装备，逐栋逐层开展消杀工
作，一人负责在楼道、电梯等区域喷洒消毒液，一
人负责擦拭楼梯扶手、门把手等。工作人员还对小
区广场、路面、垃圾桶等公共区域进行全覆盖消
杀，确保没有卫生死角。

全面消杀的同时，街面道路清洁工作也在持续
开展。在垃圾中转站，环卫工人一边消杀、一边清
运垃圾，背着消杀喷雾器对中转站机械设施设备、
缝隙角落进行全面消杀，还对收运垃圾车辆全身进
行了消毒。

“请您排好队，出示吉祥码、行程码……”一
超市入口处，工作人员正在查验进场顾客的健康码
和体温，并提醒顾客规范佩戴口罩，顾客也都积极
配合，自觉扫码排队。超市内，工作人员正在对电
梯、购物车、地板等部位进行全方位消杀。公主岭
市华生商贸负责人表示，华生超市作为保供单位，
严格落实消杀工作，增加消杀频次。尤其对门把
手、收银台等部位，每日进行多次多轮消杀。

长春市生态环境局公主岭市分局局长张新宇介
绍，公主岭市对环境消杀工作非常重视，成立工作
专班，组建专业队伍，各乡镇（街道）、各行管部门
按职责分工，有序开展环境消杀工作。截至目前，
公主岭市累计消杀 54500 个点位，出动消杀人员
40725人（次）、车辆8732台（次）。

公主岭市全面消杀为复工复产“开道”

厂房里机器轰鸣，刚刚消杀过的地面还留着消
杀的痕迹，佩戴着N95口罩、身穿蓝色工作服的工
人们在空旷的厂房内紧张地忙碌着，从4月15日至5
月5日，位于宽城区的吉林省振坤溢利汽车部件有限
公司复工复产已有21天，并从最初的封闭管理生产
方式，逐渐向“点对点”通勤过渡。

吉林省振坤溢利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汽
车配件制造、机械加工冲压、塑料制品生产。公司
负责人介绍，4月15日复工复产后，公司采取的是
封闭生产方式，员工吃住在公司，每天进行核酸检
测和抗原自测，分时段、分散就餐，车间、食堂、
宿舍等场所每日进行消杀。目前，公司员工已从封
闭式管理逐渐向“点对点”通勤过渡，105名工人返
岗，恢复了4条生产线，产能利用率50%，预计全年
实现产值4亿元，同比增长18%。

在做好企业疫情防控前提下，位于宽城区的长
春市信安包装有限公司、长春泰盟机械制造股份有

限公司等企业也相继复工复产。坚持统筹兼顾、通
盘考虑、注重效果，坚持一企一策的原则，宽城区
启动工业企业复工复产工作，制定《宽城区统筹推
进工业企业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方案》、成立专
班，并联合属地单位对复工复产企业进行实地踏
查，现场检查企业防疫物资储备、消杀记录等情
况，督促企业按照疫情防控要求做好核酸检测、抗
原自测、防疫消杀、车辆运输、安全生产等相关工
作。与此同时，长春市工信局也给予大力支持，市
区两级联手帮助企业解决运输通行、人员返岗、住
宿消杀等问题，全力推动工业企业有序恢复正产生
产运营。

截至目前，宽城区已有中车车辆、泰盟机械、
振坤溢利、四环天利等56户规上工业企业复工，规
上企业复工率100%，70余户规下工业企业也复工复
产，其余拟复工企业正在提交复工申请、组织员工
返厂及完善前期准备工作。

宽城区规上企业复工率100%
本报记者 孙娇杨

本报讯 （记者袁迪）停业许久的餐饮店家陆续开始营
业，在减少聚集、禁止堂食的前提下，很多消费者也在期待
外卖的回归。5月4日，记者从美团外卖了解到，1000余名符
合配送条件的外卖骑手复工。

在长春市静态化管理期间，美团外卖有百名外卖骑手
坚守在路上，为部分保供商超企业提供生活物资配送服务。
保供骑手居住在平台免费提供的骑手爱心酒店和经过严格
消杀的站点内，通过闭环管理保障配送安全。长春市解除社
会面管控后，餐饮商家陆续重启线上外卖。在分层复工、有
序复工、安全复工的原则下，美团外卖在朝阳区、二道区、南
关区等符合开工条件的区域内，推行“内循环”式配送。

从5月4日起，美团外卖首批提供服务的1000余名骑
手，持保供证明、通行证明出入社区，在所属区域内进行配
送，保障配送环节安全。同时，美团外卖坚持“无接触配送”，
与用户提前沟通好取餐位置，最大限度减少线下接触。目
前，约有2000家餐饮、闪购商家陆续恢复线上外卖营业。

4日下午，位于南关区的“食八掌焖烧牛肉”老板表示，
当日线上订单已有290单，金额7400元左右，“外卖小哥也
复工了，相信生意会越来越好。”

随着复工复产的深入推进，外卖平台也会逐渐增加运
力，保障市民线上消费需求。

外卖小哥来啦

本报讯 （记者梁闯 通讯员郭明月） 4 日一
早，在九台区东田美发店，已经拿到复商复市通行
证的东田美发店店主于万国正在为店铺进行全面消
杀。收到复商复市通知后，他第一时间带着身份证
和营业执照来到九台区卫生监督所，签署 《承诺
书》、填写《返岗员工情况统计表》、工作人员下达

《卫生监督意见书》，一系列的审批手续合格后，顺
利拿到了复商复市通行证。

“恢复营业后，我立刻发了朋友圈，很多顾客
和我预约剪发。”于万国告诉记者，他当天预约了40
名顾客，根据先后顺序，一个一个地到店里理发。

按照“分级管理、梯次开放、严格防控、严格
报备 （登记） ”原则，九台区各行业正紧锣密鼓有
序复商复市，经营主体客流持续回升，经营秩序井
然。截至目前，全区已开放超市、药店、理发店等
场所1539家，累计发放复商复市通行证9529张。

“一方面有力有序推进复商复市，另一方面落
实有关扶持政策。我们要求店铺营业时一定要做好
扫码、登记、测温，严格控制客流量，并且每天全
面消毒3次以上。”九台区相关负责人介绍，各行业
监管部门每天都会对营业店铺进行巡查，加强复商
复市疫情防控措施宣传，保障各项举措落实到位。

九台区发放复商复市通行证9529张

本报讯 （记者袁迪）5日，记者从长春市动植物公园
了解到，按照长春市林业和园林局复工复产工作方案要
求，在落实疫情防控工作的基础上，长春市动植物公园于5
月5日起正式售票营业，室内动物馆舍区域暂谢绝参观。

园区开放时间为8:30~17:00，其他时间禁止入园。购票
采用网络支付方式。

疫情防控期间，入园人数控制在每日上午5000人、下

午3000人，根据实际情况，实行错峰入园。游客入园须佩戴
口罩，保持2米距离，主动配合工作人员进行体温检测，核
验健康码、行程码。不能出示健康码、行程码的游客须出示
有效身份证件进行实名登记，经游客消毒通道入园。

持各类免费证件及游园年卡的游客须出示有效证件，不满
16岁或身高不足1.4米的儿童，须有监护人陪同。监护人须提供
儿童身份信息相关凭证（身份证或户口簿）进行实名登记。

动植物公园开门了

本报讯 （记者朱怡）5日，位于绿园
区的万福街福益扶残助残户外便民市场复
工营业。

市场南口，穿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一
边提醒市民注意保持安全距离，一边查验

“三码”，以严格细致的举措守住市场入口。
市场两侧整齐地摆放着品类丰富的瓜

果蔬菜，摊主热情地招揽顾客，浓郁的生
活气息迎面而来。

“肉类、水果、蔬菜品种都挺全的，
什么都能买到。”

“防疫措施很严格，还限制客流量，
能保障不聚集，让我们很有安全感。”

扫码支付后，市民们心满意足地拎着
一袋袋食品满载而归。

为了做好福益扶残助残户外便民市场
复工，正阳街道做了充足准备，相关部门
与市场管理方现场办公，实地解决复工多
种需求。

“此前，我们专门制定了复工复产预
案，为市场工作人员解决了部分防护用
品，并对相关区域进行了预防性消杀。”正
阳街道办事处相关负责人介绍，按照疫情
防控工作要求，绿园区为市场合理规划经
营范围，严格实施合围封闭式管理，仅开
放2个出入口，并在每个出入口配备至少2
名专员，开展测温及“三码联查”，负责相
关管理工作。严格查验市场员工和经营业
户健康码及 48 小时以内核酸检测结果证
明，要求相关人员完成新冠疫苗接种 2 针
以上，方可上岗。同时落实专人对经营
者、员工进行每日体温监测、核酸测试。

为了确保人群不聚集，根据市场人流量，及时将人员
数量控制在峰值的50%以下，避免扎堆购买。

绿园区还将逐步组织更多户外便民市场有序复工。

户
外
便
民
市
场
有
序
开
放

根据市疫情防控指挥部
有关工作部署，经研究决
定，自5月5日起，繁荣路医
保大厅、一汽医保大厅、人
力资源产业园医保办公区有
序恢复运行。长春新区、净
月高新区政务服务中心医保
窗口按照属地政务大厅有关
要求恢复运行。

我市各医保大厅
有序恢复运行

在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转向架制
造中心焊接车间，机器轰鸣、火花四溅，西安、
兰州、上海等地多个订单项目齐头并进。

在已复工 20 多天的纬湃汽车电子 （长春）
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加紧生产，赶制订
单。作为德国“纬湃科技”在中国最重要的生产
基地，该公司正在新能源汽车配件方面谋求新发
展。

长春金赛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于4月15日正式
复工生产，日均产值达到2043万元。

……
在东北老工业基地长春，一个个口罩下的奋

斗者点亮疫情下的生产线，企业生产车间呈现火
热景象。

记者从市工信局获悉，截至5月5日，全市
7681 户工业企业已复工 6480 户，复工率 84.3%，
复产率72.7%。其中，1331户规上工业企业已复
工1265户，复工率95%，返岗员工24.8万人，未
复工的66户规上工业企业去除季节性因素，均
已做排产计划，将适时、尽快启动“点对点”闭
环通勤复工。

复工就是稳就业，复产就是稳经济。
自本轮疫情发生以来，市工信局牵头成立了

全市统筹疫情防控和工业企业复工复产工作专
班，形成扁平化的指挥体系，高效推进综合协
调、防疫指导、物流运输、要素保障等重点工
作；各县 （市） 区、开发区成立了属地分专班，
形成市区联动、协同推进的指挥体系，有力有序
服务保障全市疫情防控高效开展、重点企业稳定
生产、生活物资足额保供、社会秩序正常运转。

保运行助生产
疫情发生后，我市制订出台《长春市战疫情

稳运行保一汽保重点工作方案》，根据重点企业
条件，采取在厂区相对封闭、班车“点对点”接
送和员工“两点一线”通勤三项精准举措保障生
产，同时加强核酸检测保障、中药预防保障和防
疫制度保障，全力以赴推动一汽集团、中车长客
等重点企业生产链、供应链有序运行。

4月13日，我市宣布全社会动态清零，并迅速
制订出台《统筹推进全市工业企业疫情防控和有序
启动复工复产实施方案》，全力以赴推动一汽集
团、中车长客及相关配套企业严格落实全封闭运
行、网格化生产、真闭环管理等具体举措，统筹安
排返岗员工精准识别、核酸检测、卡点放行、闭环

管理等关键环节，加强企业复工复产期间物流运
输、防疫物资、应急处置、生产要素、安全生产等
方面的保障，全力服务和保障全市工业企业“应复
尽复”。

优服务促复产
复工复产，是企业所愿，是民心所盼。疫情

防控期间，一汽集团的外籍专家遇到买菜难问
题，市工信局采取“三天一配送”方式，为 28
名外籍专家定期配送生活物资；加强就医保障，
构建外方人员到黄码医院就诊绿色通道；积极推
动一汽红旗出口挪威整车发运、一汽-大众
EA211发动机调试外籍专家复工……在严格落实
疫情防控措施的前提下，我市积极协调相关部门
和属地，“一对一”“点对点”破解一汽集团等重
点企业提出的各类问题，帮助企业解难纾困。

仅用5天时间，一汽集团于4月18日全面复
工复产。截至目前，一汽五大主机厂及502户一
级供应商共返厂员工9.2万人，7.4万人采取“点
对点”闭环通勤方式，1.8万人仍采取封闭在厂
方式稳定生产。一汽五大主机厂每日整车产量，
由4月13日的100辆、4月17日突破500辆、4月
23 日突破 1000 辆、5 月 1 日突破 2000 辆、5 月 2
日进一步突破3000辆，目前已提升至4000辆以
上。自复工以来，长春本地累计生产整车3.3万
辆。

56 户规上医药企业、95 户省级以上“专精
特新”企业也均实现全面复工复产。

强保障抓稳产
我市多管齐下，抓物资生产、抓物资争取、

抓物资发放，持续为全市疫情防控攻坚战提供支
撑。

围绕防疫物资企业、要素保供企业、生活必
需品企业、抗疫药品企业等“四类必保企业”，
全力实施“清库存、保生产、扩产能”行动。疫
情发生以来，保障相关企业车辆通行 5.7 万台
次，累计组织生产供应口罩 2892 万只、防护服
47万套、消杀液1529吨、核酸采样管476万只。

接连不断的硬核实招组合拳，成为长春工业
企业加速复工复产的助推器。下一步，全市工信
战线将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努力抢时间、
赶进度、抓产能，奋力推动全市工业尽早实现稳
产、满产、达产、超产，全力减少疫情对全市经
济社会的影响。

复工复产复工复产 工业在行动工业在行动
全市规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全市规上工业企业复工率9595%%

本报记者 宋 莉

“我找到工作了！”5月4日，通过参与2022年长春
市“助企抗疫、惠企引才”公益性网络招聘月活动，长
春工业大学机械工程专业应届毕业生李继千成功与
长春汇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接。经过一轮线上面
试，他如愿应聘机械工程师岗位。

几天前，李继千还在为本轮疫情影响校招苦恼不
已。外面企业进不来怎么办？万一毕业了还找不到工
作咋整？“那些天我心里想的都是这些问题，现在取而
代之的则是如何以更好的面貌走上工作岗位。”我市
人社部门自5月1日启动公益性网络招聘月，通过线
上为首批复工复产重点产业和重点企业提供招聘对
接、“点对点”面试等服务，以一张“网”搭建就业“空中
平台”，帮助许多像李继千这样的大学毕业生找到了
求职新方向。

为促进校企对接，我市人社部门联合省教育部门，
线上面向高校毕业生开展政策“空中宣讲”，累计服务2.6
万余人；通过“人才中心与高校微信联络服务群”，每周向
学生推送就业岗位。近期，长春市人才服务中心了解到
延边大学不少应届毕业生渴望来长就业，而像一汽富维
等重点企业恰恰也有批量招用工科生的需求，通过积极
协调，4月29日，校企开展“点对点”的“空中宣讲”和远程
招聘。疫情后，该校还将派专人到我市走访一批重点企
业，促进更多人才来长就业。

今年以来，市人社局结合疫情防控需要，以“长聚
人才-2022高校毕业生毕业季专项行动”为载体，全力
推进“促进高校毕业生来（留）长创业就业服务工程”。
今年截至目前，全市共开发高校毕业生就业岗位5万
余个。为应对突发疫情，我市强化政策性岗位开发，全

力推动机关、事业单位、国企、“三支一扶”、社区公益
岗位开发均向高校毕业生倾斜。“我市开发公务员岗
位725个，95%适用于高校毕业生；事业单位招聘编外
合同制工作人员 2000 余人，大部分适用于高校毕业
生；国企以一汽集团为例，今年为应届毕业生开发
2000个就业岗位，目前已招到近1700人；截至目前，
已开发就业见习岗位3000余个。”长春市人才服务中
心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刚刚走上长春新区北湖街道隆西社区临时公益岗
的陶玉双，便是岗位开发的受益者。作为抗疫志愿者，小
陶4月末得知社区开辟临时公益岗，第一个报了名。“这
场疫情阻断了我去外地发展的行程，但却让我看到了家
乡和人民共同抗疫的勇气，我打算扎根基层工作，继续
为家乡贡献力量。”

助企纾困稳就业 创新载体聚人才
本报记者 毕馨月

本报讯 （记者袁迪）花卉市场，是城市中最能给人
带来生机的地方之一。5日，记者在走访时发现，长春大
自然花鸟鱼虫市场有序开门迎客，很多市民来到这里选购
花卉和观赏鱼。

当日上午，记者走进大自然花鸟鱼虫市场，琳琅满目
的绿植花卉摆满市场，各类鲜花竞相绽放。前来购花的市
民扫码测温有序进入，挑选自己心仪的花卉。

市民马先生说，“这里鲜花品种多，样式漂亮，来这
里走走看看，心情非常舒畅。同时为家里添几盆新的花
卉，希望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红红火火。”

眼下温度适宜、阳光和煦，养花卉和绿植要比别的季
节容易成活，正是买花养花的好时节，杜鹃、红掌、蝴蝶
兰等开花类植物，以及发财树、平安树、幸福树等寓意好
的绿植很受欢迎。众商家将热销的花卉、绿植摆放在店铺
显眼的位置，供顾客挑选。市民张淑惠说：“我要买个红
火的、好看的花，象征着今后咱们的生活，咱们的日子像
花一样，越过越好，越开越旺。”

记者了解到，大自然花鸟鱼虫市场于5月4日复业。
市场提前进了多类花卉，备足了货源。为了广大顾客的安
全，市场每天进行多次消毒。

花卉市场生机勃勃迎客来花卉市场生机勃勃迎客来

压舱石压舱石

便民市场有序开放便民市场有序开放，，蔬菜瓜果品类丰富蔬菜瓜果品类丰富。。 朱怡朱怡 摄摄

工人在一汽解放总装车间内装配车辆工人在一汽解放总装车间内装配车辆。。 张扬张扬 摄摄

市民在大自然花鸟鱼虫市场选购鲜花市民在大自然花鸟鱼虫市场选购鲜花。。袁迪袁迪 摄摄

轨道交通工程建设者挥汗如雨奋力抢工期。 张扬 摄

长春经济圈环线高速公路一期项目双阳河大桥桥面系施工现场长春经济圈环线高速公路一期项目双阳河大桥桥面系施工现场。。 张扬张扬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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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团外卖采取“无接触配送”方式提供送餐服务。
袁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