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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10时许，在长春兴隆综保区进出口商
品展示中心（以下简称展示中心）停车场，市民
吕博楠停好车便推着购物车兴致勃勃地向商场正
门走去。“来买点进口食品，这里价格便宜还保
真。”小吕说，她这次是特意早点来，因为一般
中午的时候，前来购物的人就会陆续多起来，要
排挺长的队。

鞋底消毒，扫码，测温，步入消毒通道，经
过一系列防疫流程后，小吕顺利进入展示中心。

“这里疫情防控做得越好，我们买得就越放心。”
小吕一边说，一边悠闲地逛起来。

即使在工作日，展示中心里仍很热闹。米面
粮油、海鲜肉类、酒水饮料、休闲食品、服装日化
等来自日本、韩国、泰国、俄罗斯、澳大利亚、比
利时等国家的进口商品让人目不暇接。人们推着装
得满满当当的购物车，脸上带着满足微笑。

“30 元 5 瓶的进口果汁，38 元/瓶的红酒，
9.9 元的意式面条买一赠一……”接近“白菜
价”的进口商品，让小吕连连感叹“真便宜！”
才逛了半个多小时，小吕的购物车就已经装满
了。“疫情防控期间，我在家学了不少新菜式，
这次特意买了一个日本铸铁锅，回家‘锻炼’我

的厨艺。”小吕开心地说。
在展示中心，人气最旺的要数俄罗斯商品仓

储批发中心。商铺专门设置了入口、出口两个单
向通道，人们排着队有序进出。“俄罗斯大豆油
2 桶、面粉6 袋、蜂蜜1 瓶、果汁一箱……”市
民马先生按照妻子给他写的购物清单，逐一采
购。“我们也没想到一恢复营业，大家购物热情
会这么高。这两天，客流每天都会有8%至10%
的增长，订单每天达八九百单。”店铺经理黄玉
龙告诉记者，米、面、粮、油、盐以及休闲食
品、酒水饮料卖得最火。

在品雅轩酒业，店铺前摆放着进口啤酒。
“夏天到了，啤酒的需求量比较高，所以我又订
了一批新货，昨晚刚到，600箱。”店铺负责人
曹萌一边整理货物，一边介绍，德国啤酒有股麦
芽香气，比利时啤酒口感偏甜，西班牙啤酒口感
比较清爽，法国的1664白啤喝起来果香味比较
浓郁……这些进口啤酒卖得都挺火。

舶世惠店铺的进口美食、酒水、日用百货等
也十分热销。“在做好消杀工作的同时，我们还
推出了力度颇大的促销活动，店内上万件商品都
有折扣，让顾客购物更实惠。”经理赵大龙说。

展示中心越来越受欢迎，这让优传酒业对未
来的发展信心十足。优传酒业是首批入驻兴隆综
保区的企业。“我们出售的红酒源头可溯。每一
瓶都经过海关检验，保障质量安全，真正做到让
消费者不出国门，就可以放心品尝到世界佳酿。
另外，商品进口后直接进入保税区，没有国内分
销环节，价格相比市场价更便宜。”营销经理杨
舒涵告诉记者，入驻 8 年来，店铺规模不断扩
大，既卖酒，也售茶，最近还新开辟了品鉴体验
馆，并推出了方便顾客的配送服务。

“这里的人气越来越旺了。”进出口商品展
示交易中心副总经理鞠健感慨道，展示中心虽然
离市区远，但越来越多的人知道这里，开车大规
模来采购的人也多了起来。“我们从4月28日开
始恢复正常营业。目前，展示中心内入驻商户已
全部复工，双休日平均客流量可达 2000 人以
上。”据其介绍，自恢复营业以来，展示中心严
格落实、落细复工复产措施，每天定时消毒；每
天统一组织上岗人员进行核酸检测、体温检测；
控制整体客流人数；商户店内勤通风、勤消毒，
建立消杀台账；商品上架前，必须做到全面消
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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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见真精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见真机械”）微米级生产
车间，其生产精度最高达1微米。

“我们相当于为精密仪器塑造
‘骨骼’，像卫星相机里的调焦机构、
神舟十三号返回地面时用到的搜索
仪、华大基因测序仪等高精尖产品的
机械部分就是由我们生产的。”“见真
机械”总经理韦平平介绍。

26日，记者来到“见真机械”。在
3号门入口处，一辆装载着设备的货车
在工人的引导下正缓缓开进车间。为
了满足生产需求，“见真机械”投入近
千万元引进了多台进口设备，生产效
率、质量精度将进一步提高。

走进生产车间，高大的钢结构厂
房下是一排排车床、铣床、钳台等设
备，“航空班”“卫星班”“空间班”

“宇航班”等多个班组开足马力忙生
产、赶订单；厂房高处还挂着企业

“功勋员工”的简介，墙上满是规章制
度、任务考勤。

在生产技术部，研发人员拿着零
件图纸细细研究，热烈探讨，更是升

腾着勃勃生机与活力。
在操作台上，工人们分别拿着不

同形状的部件在研磨台上一点点旋转
式手工研磨。

在精密测量室内，操作员娴熟地
操作三坐标对结构件进行全方位检测。

“我们对精度要求高，有时候要
求超过头发丝的1/10，而机床加工又
很难完成，这就需要人工研磨，最精
密的部件是靠我们工人的一双手研磨
完成的。”韦平平一边说着，一边从样
品架上拿起一个零件，“这个零件是钛
合金材质，是卫星相机上的部件，像
这样的零件，每一片加工精度已达到
了微米级。”说完，在明亮的灯光下，
他用放大镜观测粗糙度等细节。

作为一家集光电仪器制造、安
装、校验，精密机械加工制造、研
磨、装配及检测服务等为一体的高新
技术企业，经过六年的发展，“见真机
械”的规模在不断扩大，员工从最初
的10多人发展到现在的上百人，加工
设备也从最初的四五台发展到现在仅
数控设备就有60多台；厂房也由最初

的 690 平方米扩大到 4000 多平方米。
目前，该企业已与中科院长光所、长
光卫星、华大基因，以及清华大学，
航天九院等达成合作，客户遍及北
京、浙江等地，拥有良好的市场前景。

“对我们来说，没有生产淡季。
每天都在加班加点，充足的订单让公
司生产计划已安排至七八月份，公司
上下都鼓足干劲抢工期、赶进度。”韦
平平告诉记者，订单一个接着一个，
即使在疫情防控期间，仍留有部分员
工驻厂忙生产。企业销售额每年都呈
递增状态，今年销售额预计近4000万
元；2023年预计超过5000万元。

订单满、生产旺，这让韦平平对
未来发展充满信心。在他看来，光电
子信息产业正在快速崛起，市场需求
激增。为此，他们将坚定不移进行科
技创新，加大高技能人才培养力度，
不断以技术创新赢得市场竞争优势；
同时，积极实施产品多元化战略，拓
展产品市场领域，“我们的发展愿景是
做中国高精密光电仪器行业的引领
者！”

订单满 生产旺

“见真机械”发展动真格
本报记者 杨洪伦“在汽开区全力服务下，我们正一手抓研发，

一手抓生产，力争在保持营收稳定增长的同时，全
力冲刺更高级别国家科学技术奖。”29日，长春市
博超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博超公
司）法人代表马继群接受采访时信心十足。

博超公司是国际一流、全国领先的麻纤维深度
开发利用企业，2021年，凭借研发项目“固相共
混热致聚合物基麻纤维复合材料制备技术与应用”
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在全市汽车零部
件企业首获这一殊荣。

疫情期间，汽开区为博超公司定制了个性化疫
情防控政策，确保公司部分员工住厂生产、物流渠
道通畅，公司 50%产能得到保障。“奔驰、宝马、
蔚来、理想等公司订单得以顺利执行，有力保障了
公司持续发展。”马继群告诉记者，“汽开区指定专
业干部为博超公司包保服务，企业复工复产节奏很
快。”

目前，博超公司183名员工全部返岗，研发、
生产设备100%可运行，产能已恢复到80%。来自
供应商的一包包麻纤维，正经由博超公司先进的生
产线，被制成绿色、环保、高强度的汽车零部件，
源源不断地供应给一汽等合作伙伴。

“汽开区正与我们一道，全力开拓市场，扩大
先进产品市场份额，我们正全力以赴研制全球领先

的产品，冲刺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放眼
未来，马继群充满信心。

博超公司

冲刺更高级别国家科技奖
本报记者 杨洪伦

搞研发、忙生产、抓管理、拓市场、线下
销售、线上直播……近日，当记者走进位于中
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北药园的亚泰医药
集团有限公司，眼前是一派欣欣向荣的繁忙景
象——一个个项目正开足马力加快建设；一条
条生产线正高效运转抢产创效；一批码放整齐
的产品“整装待发”；戴着口罩的员工干劲十
足……“自4月17日复工复产以来，我们抓紧
抢产，盼望能快马加鞭将这些药品运往全国各
地。”亚泰医药集团总裁冯伟杰如是说。

目前，亚泰医药集团旗下包括吉林亚泰永
安堂药业有限公司、吉林亚泰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等在内，集工业生产、研发、销售、服务于
一体的产业链条已全面复工复产，按下企业发

展“快进键”。
作为亚泰医药工业企业复工复产的重点企

业之一，亚泰永安堂的4条生产线、8个主打
品种生产已全部启动。产品原材料进出受阻难
题，究竟如何破解？对此，吉林亚泰永安堂药
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郑春辉告诉记者，“我们主
动出击，积极沟通政府有关部门，快速解决产
品物流运力难题。看着一辆辆满载着药品的大
卡车顺利地从长春奔赴全国各地，为老百姓送
去所需药品，企业深感不负众望。” 郑春辉
说，为抢抓产量指标，每天直到21时，车间
里的设备仍在飞速运转。近30天的抢产，使
亚泰永安堂已完成平时任务量的2倍。

在最为忙碌的包装车间，记者看到，为确保

全国各地货源充足，企业紧急调配人力补充到包
装一线，加班加点完成麝香心脑乐片、醒脑再造
胶囊、胃炎宁颗粒等多个品种45万盒订单任务。

在亚泰制药的库房中，记者则看到另一番
场景——叉车在两点间穿梭，集中运力抓紧装
车发货；车间里，生产联动线机器轰鸣，企业
主要产品参一胶囊抢产的“主战场”有条不
紊。企业总经理王传玉告诉记者，为抢工期，
员工很长一段时间吃住在厂区。“虽然环境艰
苦，但是大家干劲空前，抢产也已初见成效。
目前，针对药品储备不足的河南、上海等地，
均已成功实现发货。”王传玉介绍，企业复工
后，亚泰制药已累计发货27万盒，确保终端
货源充足。

跑出生产“加速度”按下发展“快进键”

亚泰医药集团全力以赴抢产创效
本报记者 毕馨月

本报讯 （记者于吉） 27日，记者从市社保局
获悉，我市4月份享受失业保险金人员新增价格临时
补贴已发放到位。

据了解，根据长春市《关于在全市范围内全面启
动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的通
知》文件，4月份，长春市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增加
价格临时补贴33元。通知下发后，市社保局认真研
究落实办法，确保以最快速度发放到位，经过3天加
班加点的工作，已于24日将该项补贴发放到位。享
受4月份价格临时补贴共11986人，标准为每人每月
33元，涉及金额近40万元。

失业保险金是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保障，疫情期
间，市社保局通过居家办公，共办理新增失业人员待
遇审核发放8028人，其中，3月份新增2757人，4月
份新增2426人，5月份新增2845人。同时，市社保局
通过掌上办、网上办、居家办等多种手段及时处理业
务，保障养老、失业待遇按时足额发放。

为了保障失业人员能够及时办理失业待遇申领业
务，尽量减少人员聚集，失业人员可通过长春社保微
信小程序、长春社保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办理失业待遇
申领。如遇相关问题，请拨打电话89323019进行反
馈。

我市4月份享受失业保险金人员
新增价格临时补贴已发放到位

本报讯 （记者徐微） 27日，在“六一”国际
儿童节即将来临之际，市妇联启动“温情护童心”关
爱服务行动，通过走访慰问的形式，为困难家庭、抗
疫家庭儿童送去奶粉、防护包等，并代表市妇联向全
市少年儿童致以节日祝福。

活动中，市妇联负责同志带队到朝阳区、南关区
走访慰问困境家庭、残疾儿童，叮嘱家长要多关注孩
子身心健康，有难处向辖区妇联寻求帮助；鼓励家长
一定要有战胜困难的决心和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为
孩子们营造一个健康快乐成长的家庭环境；要求各级
妇联组织进一步关心关注困境儿童，给予他们更多关
爱，让每一个孩子都拥有多彩的童年。

在看望抗疫家庭时，市妇联同志对他们胸怀大
局、舍小家为大家的无私奉献精神给予赞扬，叮嘱他
们工作的同时一定要保重身体。

“六一”关爱服务行动是市妇联持续深化“我为
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重要举措。自本轮疫情发生
以来，市妇联通过协调省妇女儿童基金会接收中国
妇女发展基金会、美赞臣营养品 （中国） 有限公司
捐赠的婴幼儿奶粉 407 箱，总价值 88.7 万余元。接
收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中国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捐
赠的儿童防护包 600 箱，总价值 29.7 万元，成人洁
净包754箱，总价值36.3万余元。现已将全部物资发
放给基层一线女性抗疫人员，切实把“娘家人”的关
爱送到妇女群众心里。

市妇联开展“六一”关爱服务行动

本报讯 （记者毕馨月） 27 日，二道区人民政
府与苏州氢澜科技有限公司举行战略合作云端签约
仪式，标志着氢澜科技长春氢燃料电池发动机项目
正式落户春城，将掀起我市发展新能源产业新高
潮。

签约仪式前，双方进行视频连线，苏州氢澜科
技对二道区全面快捷的助企服务、一流高效的营商
环境给予高度评价。氢澜科技长春氢燃料电池发动
机项目计划建设年产3000套氢燃料电池发动机的生
产基地和油氢站，建成运营后，预计 5 年内实现满
产，年产值约20亿元。该项目的建成，将为加快推
动区域布局氢能汽车产业，打造以新能源汽车为龙
头，氢燃料电池发动机、新材料相互协同、相互配
套的产业集群，形成辐射长春的氢能汽车产业研发
及生产基地树立标杆。

借助双方签约共建的“东风”，二道区将进一步
提高行政管理效率，致力于建设“有为政府、有效市
场、有利企业”三角支撑，打造更优质的营商环境，
精准对接供需两侧，高效优化资源配置，为项目有效
推进和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增长动能。

二道区政府与苏州氢澜科技“云签约”
氢燃料电池发动机项目落户春城

本报讯 （记者赵猛佳） 25日，记者在双阳区
北出口即小河沿桥以北施工现场看到，各式混凝土
构件齐备，挖掘机轰鸣作业，头戴安全帽的工人正
在紧张地忙碌着。同时，双阳区南出口改造工程也
已启动。双阳区南、北出口改造工程的实施，将极
大缓解城区出入口交通拥堵问题，方便居民出行，
也是满足双阳区加快城市建设、促进旅游业发展的
需要。

据了解，双阳区北出口提升改造工程一期起点为
区气象局，终点为小河沿桥，既有道路现状横断面形
式为双向4车道，两侧各一辅道，宽度 34 米。改造
后为双向6车道，中央分隔带为5米，两侧慢行车道
各 6.15 米宽。设计车速每小时 60 千米，道路全长
1900米，等级为城市主干路，设计宽度42米，另外
道路两侧各增加20米绿化带。本次提升改造内容包
括道路、排水、交通、景观、电气工程，计划今年8
月31日竣工。

双阳区南出口改造工程南桥至环城路道路总宽
度为 26 米至 40 米，全长 1494.35 米，分为机动车
道、下沉式绿化带、非机动车道和人行步道，道路
中间增加绿化隔离带，充分满足人车分流。环城路
至区界部分原有道路修复施工，原有道路铣刨后重
新铺油，与新增路面相接。两个出口的改造将提升
城市形象，彰显城市活力。

双阳区南、北出口改造工程开工

时不我待加油干，提振
信心再出发。五月的长春，
处处涌动着发展的活力。生
产企业或追加投资、或紧张
施工、或加快生产，只争朝
夕的紧迫感扑面而来；商场
内，熟悉的“烟火气”已然回
归，在商户们的忙碌和消费
者满足的笑脸中，城市的安
宁与活力尽显。连日来，记
者进企业、下车间、访一线、
走市场，围绕“提振信心再
出发”这一主题，采写了一
组稿件，展现长春企业在政
府相关政策的支持下，坚定
发展信心、紧跟市场脉搏、
抢抓产业先机的作为。长
春，越是逆风飞翔，越能展
现韧性；越是逆水行舟，越
能彰显活力。在这片发展的
黑土地，长春企业用行动诠
释对未来发展的信心。

编 者 按

在长春兴
隆综保区进出
口商品展示中
心 ， 顾 客 放
心 、 开 心 购
物。

杨洪伦 摄

提振信心再出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