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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吉林省新一輪開發開放的大背景下，省會城市長
春市以 「引領長東北、帶動長吉圖、促進長吉一體化」
為城市發展和產業發展方向，全力推進長東北區域核心
開發建設。

而作為吉林省規模最大、實力最強的國家級高新
區，地處長東北核心區域的長春高新區勇擔國家、省、
市發展使命，全力推進長東北區域開發建設，高瞻遠
矚，自覺融入時代潮流，把握發展先機——經長春市
委、市政府批准，長春高新區規劃建設佔地337平方公
里的長德新區。

長德新區地處長東北開放開發先導區三條發展軸線
的主軸，是長春市融入長吉圖的前沿陣地，在長春市乃
至吉林省經濟發展格局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地位。這
裡將成為長春未來城市發展和產業發展的主要空間，也
是吉林省新一輪開發開放的重點區域。

作為長春高新區與德惠市積極探索區域合作發展新
模式的一次創新實踐，長德新區的開發建設，既突破了
長春高新區現有發展空間不足的瓶頸，將騰出的土地用
於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又充分發揮長春
高新區資金、項目等方面的優勢，同時促進傳統產業改

造提升。
長春高新區作為一家國家級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

與縣域經濟發展勢頭強勁的德惠市聯手合作，這場 「優
勢互補」的結合可謂是發展模式創新的神來之筆。

它打破常規，先行先試，既是科學發展難題的重大
舉措和突破口，也開闢了協調區域經濟平衡發展的新途
徑。它以戰略目光擘劃未來發展方向，為深化改革開放
闖出了一條全新的發展模式，為打破體制局限完成了一
次全新的制度創新。

伴隨着城市建設的快速推進，長德新區心繫百姓所想所
思，不忘解決轄區內的民生發展大計。

被徵地農民住房問題、積極拓寬農民就業渠道、制定適合
長德新區的社會保障制度、改善農民子女的教育環境……在長
德人看來，這些都是決定城市化進程速度的重要因素。

特別是在大開發、大建設，全力推進城市化進程的同時，
習慣自由耕種的農民被徵地後，如何適應城市生活，如何更好
地在城市生活？

長德新區全面啟動開發建設以來，積極推行的多種保障民
生的惠民政策中，如何解決被徵地農民的生計問題，一直被列
為重中之重。

為了解決被徵地農民就業問題，有效促進被徵地農民就
業，長德新區積極開展了被徵地農民的就業培訓工作。

在摸清區內勞動力現狀的前提下，
按照不同行業要求，區分不同培訓對
象，採取不同的培訓內容和形式，開展
職業引導性培訓、職業技能培訓、創業
培訓和訂單培訓等多種形式的針對性的
培訓。

這些培訓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以提
高農民就業能力為目標，培訓與技能鑒
定相結合，培訓與就業相結合，增強了
培訓與就業的針對性和實效性。

截至目前，長德新區共開辦了創
業、家政、市政環衛等十三期被徵地農
民培訓班，培訓學員近千人，提供就業
崗位693個。

經過一系列的有效培訓措施，被徵
地農民積極投入到就業創業中，他們變
身為企事業單位裡的保潔員、工廠裡的
技術工人，甚至還有人做起了生意成了
老闆，分散在城市的每個角落，真正地
從 「農民」轉換為 「市民」。

為了廣拓農民就業渠道，長德新區積極協調各方資源，搭
建企業與被徵地農民的用工就業平台，為被徵地農民爭取更多
就業機會。陸續組織了長德第一熱電廠、長德環衛基地、長春
高新物業服務有限公司的招聘活動，為 197 名被徵地農民解決
了就業問題。

此外，長德新區為拓寬職業技能培訓渠道，進一步促進新
區內被徵地農民就業，還與長春市總工會展開面向被徵地農民
的合作培訓。

結合長德新區的發展規劃、開發建設，特別是其在合作機
制等方面的創新和實踐，不難看出，立足於吉林省發展的長吉
圖主軸、長春市在長吉一體化進程中發展方向的核心位置，長
德新區走出了一條民生為本、共享成果的統籌發展之路，這使
這座新城的崛起在百姓心中具有同樣濃厚的期待感。

依託先行完成的超前性和高起點的規劃設計理念，長
德新區起於累土，就與盲目的大幹快上絕緣。

今年，長德新區投資數十億元，全面啟動了基礎設施
建設、公用設施配套、園林綠化等重點工程，起步區 「七
橫、五縱、三點、一帶」的城市基礎框架已構建。

總鋪裝面積230萬平方米、總里程102公里的27條新建
道路暢通了長德新區的脈絡；新建樞紐大橋2座、污水幹線
10公里，改造河道7.9公里，使長德新區循環不息。

「七橫、五縱」道路基礎設施建設勾勒出長德新區路
網建設的基本格局，奏響長德新區火熱建設樂章的鮮活序
曲，相得益彰的公共服務設施配套工程建設，更是快馬加
鞭──

2012 年，長德新區公用設施配套完成投資近 4 億元，
37 平方公里起步區內各項目的正式用電、水、燃氣、供
熱、通訊的建設完成。

新建熱電聯產供熱系統一座，換熱站兩座。今年完成
供熱面積為 330 萬平方米，鋪設熱力管線約 15 公里的一期
工程建設，可滿足今冬供熱需求。

已滿足起步區 60%區域面積用戶需求的燃氣工程和 37
平方公里起步區線路全部配套完畢的電力工程，為長德新
區持續發展提供不竭動力。

通信幹線改遷工程業已全部完成，共建設通信管道116
公里、敷設通信光纜147.5公里；隨道路建設完成10公里通
信管網，滿足回遷住宅小區及各入區企業對通信的需求。

這些配套設施的推進和完工，提高了長德新區綜合配
套能力，為入區企業配套服務提供了必要條件。實現了電
力、通信、給水、燃氣、熱力等能源保障的長德新區，血
脈奔騰，雄姿待發。

完善的配套設施之於城市，既是骨架，又是血脈，提
供主體運行最重要的支撐，而城市發展歸根到底則取決於
「人」的因素。

為免除當地回遷農民的後顧之憂，長德新區啟動近百
萬平方米的尚德華園小區建設，近百萬平方米的工程同時
施工，今年完成竣工面積65萬平方米，且實現了暖封閉。

總建築面積 97 萬平方米的長德新區尚德華園回遷社
區，建築面積1.8萬平方米；12月1日正式投入使用的環衛
基地項目，總建築面積12萬平方米；已完成主體框架三層
施工的生命金融大廈（A、B 座）項目和建築面積 1.9 萬平
方米、計劃於2013年建成投入使用的城市展示館項目等，
都呈現出一片欣欣向榮的發展景象。

大發展的黃金機遇時不我待，但長德新區在建設中卻
沒有失去初心。在進行基礎和配套設施建設的同時，制定
長期發展規劃，合理開發再生利用資源，時刻不忘綠色、
生態的發展方向，着力於要把長德新區建成人與自然和諧
共生之城。

目前，19條在建街路的景觀綠化方案設計和施工圖設
計已全部完成，並着手開展已竣工道路行道樹的種植；並
採取多項措施，制止了區內水土的污染和破壞行為。

落實黨的十八大精神落實黨的十八大精神 推進推進 科學發展科學發展

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全面啟動基礎設
施建設，實現37平方公里基礎建設 「六通一
平」 全覆蓋；

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完成5個村22個
自然屯的徵收補償工作，實現了4000多戶被
徵地農民的就業培訓；

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為合作方創造了
上億元的稅收收入，拉動了縣域經濟的發
展；

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入區購地項目達
16個，總投資將達490億元，已有8個項目

進場開工……
從37平方公里的土地起步而創造奇迹

的，是長春高新區開發建設的現代化產業新
城──長德新區。

長德新區的創新實踐和 「一城三高地」
的發展規劃，體現了工業化、城鎮化、農業
現代化和信息化一體推進的中國經濟發展新
方向；

長德新區招商更選商、發展重生態的理
念，表明了中國從追求工業文明向建設生態
文明的新轉變；

長德新區將縣域城鎮化的內需潛力和國
家級高新區的科技創新巧妙結合，找到了中
國社會未來前行的新動力；

長德新區民生優先、發展成果惠民的舉
措，更是符合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要求。

尤具意義的是，長德新區的實踐和探
索，凝聚了十八大精神引領下發展的新思
路，邁出了十八大精神指引下發展的新步
伐。

文：馮俁、李新寬

長德新區長德新區
長長風起航風起航 德德行天下行天下

長德新區長德新區 開啟發展新方向開啟發展新方向

招商引資是城市發展建設的生命源，沒有企業、沒有項目，就沒有
發展的不竭動力。在長德新區起步之初，即以長春高新區提出的高標
準、高起點的組建要求，狠抓招商引資和項目建設，經過年初以來的一
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長德新區赫然已呈現出項目集聚、投資興業的磁
場之勢。

「長德新區擁有便利的交通條件、優越的區位因素和豐富的自然資
源等硬性條件。」一個個投資者慕名前來實地考察。而經過對長德新區
多次深入考察後，他們紛紛表示，除了硬件條件，更被長德新區良好的
投資軟環境，團結務實、開明誠信的建設團隊吸引， 「這使我們感到長
德新區是一個投資的理想之地，堅定了我們在長春投資的信心和決
心。」

2012年7月28日，深圳市富德控股集團公司總投資260億元的東北
亞國際醫藥港和生命東北金融城項目，在長德新區舉行開工儀式。

這是長德新區今年招商引資新入區購地建廠的16個項目之一。
這些項目總投資 490 億元，項目達產後，預計可實現產值 1200 億

元，利稅120億元。
其中，包括生命東北金融城在內，宏展汽車零部件、雄獅外裝飾幕

牆門窗、豐潤生物蛋白、星光電子、峻德物流等 8 個項目實現進場開
工，其中部分建築物已經施工建設。

而從發展後勁來看，長德新區的項目引進和建設發展是有潛力的。
長春威斯卡特國際鑄鍛產業園項目、雙匯集團肉類食品加工基地項

目、名嘉集團城市商業綜合體項目也將為長德新區增添亮色。
另外，長德新區還正在與徐工工程機械產業園項目等近20個項目洽

談中。
項目建設得風生水起，使長德新區的中長期規劃和願景的實現得到

保障──到 2015 年，長德新區轄區總人口達 15 萬，經濟總量達到 1200
億元，地區生產總值（GDP）約300億元。其中工業總產值840億元，佔
經濟總量的70%，服務業240億元，佔20%；以智能裝備、綠色食品、電
子信息、生物醫藥、節能環保為主的工業體系初步形成；商貿物流、電
子商務、科技服務、文化旅遊等現代服務產業初具規模。

到 2020 年，長德新區將形成經濟總量超 6000 億元，容納人口超百
萬，產業發達、功能完善、生態秀美、宜居宜業的新城區，成為長吉圖
新興產業集聚地和戰略經濟增長極。

在長春高新區提出長德新區這一區域合作開發建設
模式之初，即已從定位上為其奠定了多重發展跨越先
機。

以長德新區的區域位置品味其發展規劃藍圖─西
南距長春市中心 20 公里，東北距德惠市 40 公里，距長
春龍嘉國際機場15公里，位於長春市半小時經濟圈內，
京哈鐵路、哈大客運專線、京哈高速和102國道貫穿全
區─一個位於哈大經濟走廊與長吉城市群的交叉地
帶，從中心城市輻射縣域經濟發展的示範區躍然而出。

作為長吉一體化經濟合作的先行先試區，加快發展
建設長德新區，即是加快推進長東北開發建設、落實長
吉圖規劃、推動長吉一體化發展。

這僅僅是其發展立足於區位優勢的部分。
長德新區的開發建設，之於長春市乃至吉林省的經

濟發展格局的戰略地位，是立足於其無可比擬的多重優
勢之上的：

長德新區資源稟賦得天獨厚，所在之處可謂東北黑

土地上的 「魚米之鄉」，盛產玉米、水稻、大豆，是重
要的產糧區和農副產品基地；

更重要的是，長德新區可謂 「系出名門」，其與長
春高新區一脈相承的深厚底蘊，為這座新城的崛起奠定
了堅實基礎──

長春高新區以高新高端為主的六大主導產業，為長
德新區開發建設提供了堅實的產業基礎；

長春高新區與駐長 「一院四所四校」組成 「技術創
新戰略聯盟」，聯合建設的長東北科技創新中心，已被
列入長吉圖實施方案及長春市國家創新型城市試點方
案，為長德新區科技創新發展提供智慧源；

長春高新區在吉林省率先啟動 「人才特區」建設，
全區建成和在建孵化基地總面積超200萬平方米，可孵
化企業3000戶以上，為長德新區提供了優化的創新創業
環境；

長春高新區20年區域開發建設的先進理念和一支以
「五個建設」培育起來的務實高效管理團隊，為長德新

區開發建設提供一支一流團隊。
加之長德新區成立以來，建設者在電力、通信、給

水、燃氣、熱力等配套設施方面的鼎力推進，確保了新
區發展的能源空間……

多重優勢架構了長德新區全新發展空間，產業規劃
繪就了長德新區的新城風貌。

正是基於這樣的發展背景，經過長春高新區精心謀
劃、加快建設，一座現代科技新城在長東北這片熱土上
拔地而起。

圍繞總體規劃，長德新區以構建產業體系、產業集
群為目標，培育適宜其區域比較優勢的產業，重點發展
綠色食品、商貿物流、休閒文化旅遊三大主導產業，培
育發展智能裝備、新材料、生物醫藥產業，兼顧發展新
能源、環保產業，培育形成適宜於長春比較優勢的綠色
食品、商貿物流、休閒文化旅遊、智能裝備、新材料五
大產業集群。

創新模式規劃現代新城

多重優勢奠定跨越先機

起步區建設啟動 夯實大發展基石

項目建設具潛力 招商選商質速佳 繫民利統籌發展 惠民生共享成果

▲被徵地農民就業培訓▲被徵地農民就業培訓

尚德華園尚德華園 環衛基地環衛基地

全面構建發展規劃 立體布局產業方向

新區道路新區道路

舉凡成大業者，必謀定而後動。
長德新區遠期總體規劃面積 337 平方公里，起步區

啟動建設面積37平方公里。
建區伊始，長德新區即力持規劃先行的原則，首先

從城市定位、空間布局、產業發展、基礎設施建設等方
面進行了全方位規劃設計。

先後完成了起步區控制性詳規的編制；完成了新區
城市景觀概念研究及起步區景觀設計方案；完成了起步
區道路排水系統設計、四家子河河道改造設計方案；完
成了起步區管網綜合設計方案。

在此基礎上，又為新城 「圖景」確定 「色調」，即
圍繞建設生態新城的目標，完成了霧海生態谷概念性規
劃和春明湖規劃設計，區內生命金融大廈 A 座、B 座和
城市展示館等項目的設計方案。

至此，發展藍圖已就，且看建設者如何繪就這一鴻
篇錦繡之作。

從長德新區的產業規劃來看，依其戰略定位——
「一城三高地」而發展的長德新區，恰似一張藍圖經打

造而高低浮凸的過程：
憑藉長春高新區一脈相承的創新能力，長德新區將

打造科技創新高地，使之成為長東北科技創新主平台、
長吉圖科技創新中心的重要組成部分；

身負國家級開發區攜手周邊縣域城市的廣闊發展空
間，長德新區將率先在吉林省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打
造成為長東北、吉林省乃至東北地區的新興產業高地；

而承載着長東北區域核心強勁的生產服務需求，長
德新區亦即打造區域性現代服務高地。

而使長德新區煥發錦繡之色的城市空間規劃亦完成
了 「一心、一谷、兩翼、一園」的總體布局。

而此規劃布局亦可看出建設者胸有丘壑：規劃盡最
大可能保持了新區自然環境的再生能力，構建了區域可
持續發展的格局。

「一心」 即生態型綜合服務中心，主要功能為金融
商務、現代商業、文化休閒及會展等，是長德新區主中

心；
「一谷」 即沿干霧海河形成的以文化體育、休閒娛

樂、會議度假等綠色產業為主的 「霧海生態谷」；
「雙翼」 劃為東西兩翼，西翼為優勢傳統產業區，

主要配置綠色食品、生物醫藥、新能源、新材料等產
業，以及現代商貿物流業；東翼沿干霧海河、霧開河水
系形成有機生長的複合型組團空間。組團內設置無污染
的綠色節能、綠色居住建築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基本實
現自給自足，倡導步行交通，致力發展為國內新型城市
典範；

「一園」 即採用 「綠地裡做適量開發的模式」，在
長德新區西部形成以生態、運動休閒為主要功能，集居
住、觀光、娛樂、度假於一體的濱河生態旅遊休閒園。

鑒小而能全納人面，長德新區規劃名為 「一城」，
實則別有乾坤──以戰略性新興產業為主導的智慧新
城，城市綠道全覆蓋體系為理念的生態新城，面向東
北、輻射全國乃至東北亞的現代商貿物流新城──長德
新區建設目標實現之際，將奉上的是一座宜工、宜科、
宜商、宜遊、宜居的長春市東北新城。

供水加壓泵站供水加壓泵站

長德新區生命金融大廈長德新區生命金融大廈AA座建設現場座建設現場

長德新區百萬平方米農民回遷社區長德新區百萬平方米農民回遷社區──尚德華園尚德華園

土方平整現場土方平整現場
道路施工現場道路施工現場

橋樑預製廠橋樑預製廠

體育 中華醫藥 經濟視點 大公園 文化 小公園 娛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