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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吉林中國吉林──歐洲企業座談聯誼會在京召開歐洲企業座談聯誼會在京召開
交流促合作交流促合作互動謀發展互動謀發展
5日，吉林省在京召開與歐洲企業座談聯誼會。德

國、英國、波蘭等9個歐洲國家駐華大使，英中貿易協
會等8戶歐洲知名商協會，百餘位世界500強及大型跨
國公司高管，共260餘人應邀出席。可以說這是吉林省
以更加開放的胸懷向海外的朋友發出的真誠邀請：執
子之手，互利共贏。

「這次聯誼會能邀請到歐洲如此強大的陣容參加
，充分體現了吉林省經濟社會實現平穩較快發展的巨
大吸引力。」

正如商務部副部長王超所說，2011 年，吉林省緊
緊圍繞 「科學發展，努力讓城鄉居民生活得更加美好
」，統籌推進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全面實
施投資拉動、項目帶動、創新驅動戰略和富民工程，
經濟社會發展取得顯著成績，地區生產總值躍上萬億
元新台階，農業生產獲得大豐收，財政收入大幅增長
，規模以上工業利潤、外貿進出口總額、本外幣存款
等指標實現歷史性突破，城鄉居民生活持續改善，社
會保持和諧穩定，這也為歐洲企業與吉林省的合作提
供了更為廣闊的空間。

目前，歐洲在吉林省投資的企業141戶，累計投資
達到 21.7 億美元，合作領域涉及汽車及零部件、石化
、農副產品加工、醫藥、生物技術等諸多行業。

展望未來，吉林省與歐洲合作的前景非常廣闊。
無論是中國政府正在實施新一輪振興東北政策，還是
建設長吉圖開發開放先導區；不論是在產業發展領域
，還是民生建設領域；不論支柱優勢產業躍升，還是
大力培育戰略新興產業和特色資源產業，都蘊含巨
大的商機。

「希望以本次活動為新的合作起點，進一步加強
聯繫，擴大交流合作，實現互利共贏，共同開創吉林
省與歐洲國家經貿合作新局面。」吉林省省長王儒林
在聯誼會致辭中表示，該省將傾力打造更加開放、更

加公平、更加規範的市場環境，支持企業家，鼓勵創
業者，善待投資者，不斷創新合作方式，豐富合作內
涵，推動經貿合作向更大規模、更寬領域、更高水平
發展。

籌建歐洲合作園
近年來，吉林省不斷調整對外招商引資方向，在

保持對傳統港台及東南亞招商的同時，加大了對歐洲
的經貿交流。

僅在去年，吉林省就多次組織實施直赴歐洲的境
外招商洽談活動，深度開發以法國、德國、英國、荷
蘭、西班牙等國為主的歐洲市場，批量吸引這些國家
的資金、技術、人才進駐吉林省。其中，長春旭陽集
團與外方在長春合資共建國家級汽車內飾部件研發中
心和重點實驗室項目，皓月集團引進法國黃金牛品種
及移植技術項目等，為推進吉林省項目建設奠定了堅
實基礎。

據了解，為更好地利用來自歐洲的投資，讓其與
吉林省支柱優勢產業順利嫁接，該省正在積極籌建歐
洲合作園，這也是吉林省繼香港、日本、韓國和俄羅
斯工業園之後，又一個國際合作園區。

機遇難得惜時如金
此次聯誼會上，吉林市的中新食品區得以詳細推

介，也使該市的市長趙靜波成為當天 「最忙的人」，
解答客商的疑問，互換名片深入溝通，派發重點招商
項目手冊……他說， 「這次活動收穫很大，結識了很
多新朋友，有些初步意向很有可能為吉林市帶來真金
白銀。」

與趙靜波一樣成為臨時 「城市宣傳員」的還有四
平市委書記劉喜傑。他重點向歐洲企業推介該市 「中
歐專用車工業園區」項目規劃、建設情況的同時，還

逐字逐句地解讀各項優惠政策。劉喜傑說， 「經過
短暫、初步的接觸，與很多客商都有合作的需求，都
有廣闊的合作空間。」

「這幾年，舉全省之力辦東北亞博覽會，搭建招
商引資和對外開放的主要平台，如今能夠得到歐洲頂
級企業和商會的認可，這我們是求之不得的。」聯誼
會上，吉林省博覽局局長趙華強激動地說， 「今天的
活動氛圍很好，大家都邀請客商參加今年的東北亞博
覽會，得到的回答都是 『一定會去』。胸懷有多大合
作就有多廣，讓大家共享東北亞區域合作的成果。」

熱情的接待、真誠的微笑、務實的洽談、廣泛的
交流，是此次聯誼會的真實寫照。誠如吉林省副省長
陳偉根所言：發展是永恆的主題，合作是成功的基石
。當奮力振興發展的吉林與歐洲頂尖企業實現對接的
時候，彼此間必將迸發出耀目的交流合作火花。

相互吸引不斷靠近
「全市天然礦泉水源地130處，出露區域森林覆蓋

率可達95%以上，多為人煙稀少、植被繁茂、無污染的

原始狀態下的自然環境，允許開採量為 23.14 萬 m3/
d……」白山市副市長陳耀輝向歐洲企業推介該市礦泉
水時如數家珍。

「我們要讓長白山旅遊產業由單一的觀光型向休
閒度假複合型、功能服務配套型、生態文化融合型轉
變。」長白山管委會主任徐晗遇見很多志同道合的歐
洲人。延邊州州長李龍熙也在忙於邀請歐洲客商，到
繁榮穩定和諧發展的新延邊做客……

吸引是相互的，歐洲政府機構和企業對投資吉林
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並表示會對其未來的發展持續
關注，不斷加強雙方的交流和聯繫，創新合作方式，
豐富合作內涵，推動經貿合作向更大規模、更寬領域
、更高水平發展。

中德商會中國區總裁VOSS表示， 「在一個企業選
擇投資國家時，這個地方的吸引力是非常重要的。剛
剛了解到，吉林大學是中國人數最多、最大的大學，
這是吉林非常大的優勢，因為人才非常重要。另外，
豐富的農產品、良好的生態環境、大量的技術工人，
都是來自吉林的吸引力。」VOSS還說，中德商會目前
正在和中國政府磋商，商討如何吸引歐洲企業到中國
投資。 「我們會幫助更多的客商與吉林省交流合作
。」

「聽說吉林有非常美麗的自然風光，如果有機會
，我很想遊覽一下長白山。」法國雅高集團中國區總
監周艷表示，吉林省旅遊資源豐富，潛力巨大，希望
能夠在旅遊服務領域開展更廣泛的合作。

真摯坦誠的交流，一發而不可收，聯誼會的結束
時間不得不推遲一個小時。吉林省經合局局長楊安娣
感言， 「吉林省與歐洲政府和企業成功對接，必將成
為雙方交流合作的新起點，不斷開創共同發展的新局
面！」

文：盧冶、尹健、高乙菲

社會保障水平大提升社會保障水平大提升人社廳人社廳
美好吉林．民生 保障篇

▼中國吉林─歐洲企業座談聯誼會召開▼中國吉林─歐洲企業座談聯誼會召開

▼歡聚一堂共話發展▼歡聚一堂共話發展

▲四平市與央企簽約多項目▲四平市與央企簽約多項目

▲吉林省人社廳廳長駱德春陪同人社部部長尹▲吉林省人社廳廳長駱德春陪同人社部部長尹
蔚民、吉林省副省長王化文與農民座談蔚民、吉林省副省長王化文與農民座談

▲發放扶困基金▲發放扶困基金

▲發放新農保▲發放新農保

今年 72 歲的趙連慶，1998 年從長春市一家企業
退休，如今已經有 13 個年頭了。1999 年的退休金是
每月1127.91元，在當時不算高也不算低。到今年，
是每月1969.41元。養老金上調後，第一次在銀行電
腦顯示屏上看到這個數字，趙連慶有些激動。他知
道，下一次調整，這個數字將向 2000 元 「大關」邁
進。

買菜不用算計了
從2000年到2010年，趙連慶經歷了11次養老金

上調，他清晰地記得每次上調的數額：30元、5.5元
、20元、18元、26元、35元、95元、75元、95元、
105元、160元。這次調整，他的養老金漲了177元，
是最多的一次。

趙連慶一家是長春最普通的家庭。和所有人一樣
，每當工資有調整，都會牽動全家人的神經。老伴是
家裡的 「財政部長」，這次漲了工資之後，老伴第一
個向兒女們報喜。上漲的物價並沒有給趙家帶來更大
的壓力。相比之後，他和老伴倒是覺得日子比以前更
寬裕了。

「以前家裡都是 『計劃經濟』，買米買菜得算計
。」趙連慶和老伴倆人的工資加起來，有近 3000 塊
。 「買東西也不問價了，想吃啥就買啥。」

有了穩定的收入，老人心裡踏實，腰板也就直了
。就在我們的身邊，許多老人可以幫兒女買房、養孩
子，幫兒女減輕生活負擔。

養老金能養老
「五十歲的人能穿絲棉衣服，七十歲的人能吃上

肉，頭髮已白的老人不需要挑擔子跋涉在道路上。
」當年，如此低水平的養老保障，卻只能是孟子的一
個夢。

在社會財富豐富的今天，政府承擔起了公民的養
老責任。吃飽穿暖已經不再是唯一的目標。保障最基
本的生活之外，還要讓老年人過有質量的生活，做最

美的那一抹夕陽紅。
從 2005 年到 2011 年，吉林省企業退休人員養老

金就呈台階式上漲。七次提高，企業退休人員養老金
平均增長一倍多。今年春節前，一二月份養老金就已
經發放到退休人員手中了，全省各地200萬退休人員
領到了再創新高的養老金，今年人均調高152元。

2011 年 1 月 1 日開始，吉林省正式為 2010 年 12
月 31 日前已參加基本養老保險並按規定辦理退休、
退職手續的人員增加基本養老金。這次調整涉及全省
企業退休人員200萬人。

基金積累歷史最好 制度建設實現突破
吉林省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一直走在了全國前列

，在一些方面形成了 「吉林模式」。2011 年，吉林
省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實現了 「四個突破」。

擴面徵繳和基金積累實現新突破。2011 年，吉
林省各項社會保險累計覆蓋 3163 萬人次，首次突破
3000萬大關，同比增長10%；各項社會保險保費徵繳
340億元，同比增加54億元；各項社會保險基金積累
556億元，同比增加66億元；向國家爭取各項人力資
源社會保障事業補助資金132億元。均創歷史最好水
平。

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實現新突破。吉林省在全國率
先啟動 「五七家屬工」和廠辦大集體職工參保續保工
作，在制度上解決了44.9萬名廠辦大集體職工參保續
保問題，將 21 萬名 「五七家屬工」納入了養老保險
統籌；經過近年來的不斷努力，把 51 萬名 「關破並
改」困難國企退休人員納入了職工醫保；養老保險在
全國較早實現省級統籌，失業保險、醫療保險、工傷
保險也已實現市級統籌，全面啟動居民醫保門診統籌
，長春市朝陽區在全省率先實現了醫保城鄉統籌；新
農保和 「城居保」試點規模分別達到全省縣（市、
區）總數的 88.3%和 85%，均高於全國 60%的平均水
平。

待遇標準大幅提升 醫保付費探索改革
社會保障待遇標準實現新突破。吉林省大幅度提

高了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待遇標準，2011 年人
均增加152元，增幅為13.5%，高於全國平均水平3.5
個百分點。2011 年，提高了失業保險待遇標準，人
均增加 124 元，增幅為 53%，人均達到 359 元，增幅
居全國前列。2011 年，城鎮居民醫保補助標準由每
人每年 120 元提高到 200 元，居民醫保報銷比例由
60%提高到70%，職工醫保和居民醫保最高支付限額
分別達到當地社平工資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6倍以上
且不低於5萬元。

探索醫保付費方式改革實現新突破。醫改的支撐
點和突破口是醫療保險付費方式改革，吉林省人社部
門在長春市抓了試點。2011 年，長春市推出了醫保
三項惠民新政，即：闌尾炎、痔瘡、疝氣、白內障、
甲狀腺腫瘤、子宮平滑肌瘤、前列腺增生、泌尿系統
結石、扁桃體膿腫、鼻息肉等 10 個單病種定額治療
；3200 多種檢查類診療項目降價；血液透析患者低
付費。國務院常務副總理李克強在《長春探索醫保
「議價談判」緩解看病貴》的信息上作出重要批示：

請醫改辦閱研，了解情況，以資借鑒。
文：李新寬、盧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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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政府新聞辦 聯合主辦吉林辦

▲吉林省政協主席巴音▲吉林省政協主席巴音
朝魯（中）、朝魯（中）、延邊州州延邊州州
長李龍熙（右）、省科長李龍熙（右）、省科
技廳廳長毛健在座談會技廳廳長毛健在座談會
上上

▲四平市委書記劉▲四平市委書記劉
喜杰（左）斬獲豐喜杰（左）斬獲豐

▲客商向吉林省副省長陳▲客商向吉林省副省長陳
偉根詢商情偉根詢商情

▲吉林省政協副主席▲吉林省政協副主席
別勝學、吉林省政府別勝學、吉林省政府
秘書長李福春、吉林秘書長李福春、吉林
省經合局局長楊安娣省經合局局長楊安娣
（右至左）會場交流（右至左）會場交流

▲吉林市市長趙靜波推▲吉林市市長趙靜波推
介介 「「中新食品區中新食品區」」

▲遼源市市長金育▲遼源市市長金育
輝（左）、長春市輝（左）、長春市
副市長肖萬民話兩副市長肖萬民話兩
市商機市商機

▲把酒話商機，白城市市長▲把酒話商機，白城市市長
安桂武（右）與客交流安桂武（右）與客交流

▲長白山管委會主任徐▲長白山管委會主任徐
（左）和吉林省財政（左）和吉林省財政
廳廳長鄒繼宏相互溝通廳廳長鄒繼宏相互溝通

▲白山市副市長陳耀輝▲白山市副市長陳耀輝
（左）和德國大眾中國（左）和德國大眾中國
區代表區代表

▲吉林省博覽事務局局長▲吉林省博覽事務局局長
趙強華和外商交換名片趙強華和外商交換名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