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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王月迪）日前，记者从牡丹江
市旅游局获悉，今后牡丹江市将依托“湖林
雪边俗红特”丰富旅游资源，以“中国雪乡，
生态牡丹江”为城市旅游品牌，在“十三五”
期间，将该市逐步建成中国最具魅力白金
冰雪旅游区，中国最具人气度假休闲避暑
养生目的地，东北亚龙江丝路带上生态旅
游明珠城市。

创新发展以镜泊湖为龙头的“江湖旅
游走廊”。依托镜泊湖、莲花湖、牡丹江、海
浪河、穆棱河的自然人文资源，规划建设以
镜泊湖景区为龙头、一江两河为纽带，一直
到莲花湖景区的“江湖旅游走廊”。推动镜
泊湖景区突破体制机制束缚，实行政企分
开，所有权、管理权、经营权分离。通过资
源整合、产业融合、品牌提升，谋划镜泊湖
南、中、北部产业布局，挖掘优势资源，深
度开发亲水游、熔岩台地游等多种旅游业
态，引导实施景区内“一票通”和域内景区

“一卡通”，加快镜泊湖与长白山、哈尔滨
冰雪大世界等国内知名景区合作。规划
建设牡丹江、海浪河、穆棱河沿江沿河旅
游产业带。

拓展做大牡丹江冰雪旅游。拓展“哈
亚雪”线路，重点打造“哈亚牡”白金旅游线
路，打通道路联通关节，融合分散的冰雪景
区景点，构建“一纵、三横”林海雪原冰雪网
络，建成“哈亚牡冰雪旅游之路”。重点打
造中国雪城，加快建设以“中国雪堡”、“中
国雪乡”、“中国雾凇谷”、“镜泊湖之冬”以
及横道河子、威虎山景区等为代表的冰雪
旅游景区。

在重点发展江湖游、冰雪游的同时，牡
市还将积极拓宽旅游业空间，发展乡村游、
文化游、自驾游等各种旅游业态。加强旅
游基础建设，优化旅游发展环境，促进旅游
产业融合、开放、一体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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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刘加勇 记者孙昊）去年，牡丹江市大力发展特色
农业，加快农业提质增效，使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1.85万
元，增幅保持两位数，在全省实现“十三连冠”。

近年来，牡丹江市坚持把特色农业作为促农增收的支柱，
不断放大生态资源优势，破解可用耕地有限的实际问题，紧贴
国家和省扶持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相关政策，一边夯实农业基
础设施建设，提高以粮为主的农业生产能力，一边引“金融之
水”，不断加大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扶持力度，推动特色农
业发展。

2015 年，该市用发展工业理念发展现代化农业,以食用
菌、畜牧业、果菜、白瓜子等为代表的特色产业不断拉长产业
链，成为提升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原动力。

数九寒冬，走进海林市食用菌园区，到处是农民忙碌的身
影。这几天，他们正忙着装袋、接菌，为下一步食用菌种植做
好准备。光明食用菌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卢伟明告诉记者，今
年他们要生产 600多万袋猴头菇，当前正是做菌的关键时期，

每天必须加工到 4万袋才能在下地摆栽前完成既定目标。同
样的场景，在东宁、穆棱等地的工厂车间、农民家里也随处可
见。东宁县黑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自去年 11月份投产以来，
已经生产 200多万袋黑木耳菌包，现在产量已经达到了每天 6
万袋，由于来自黑木耳种植户的订单源源不断，所以产品还是
供不应求。

据牡丹江市农委总农艺师赵普昌介绍，目前，全市食用菌
栽培规模已达到 41亿袋（块），总产量突破 200万吨，可实现产
值 100亿元，其中黑木耳、猴头菇、滑子蘑三大主菌种栽培规模
分别占全国四分之一、三分之一、八分之一。牡丹江被评为

“世界黑木耳之都”、“中国绿色有机食品之都”，海林成为“中
国猴头菇之乡”。

近两年，该市畜牧产业继续突出骨干品种，构建起中东部
肉牛、中南部生猪两大产业板块。同时，在一批龙头企业的带
动下，全市畜牧产品不断向精品行列迈进，去年，全市肉牛、生
猪出栏量分别达到 20.5万头、190万头，畜牧业实现产值 70亿

元，同比增长 5.5%。
一垄垄肥沃的土埂上覆盖着茂盛的草莓苗，一颗颗红彤

彤的草莓静静的躺在绿叶丛中，芳香阵阵、沁人心脾。如今，
宁安市兰岗镇古塔田源家庭农场种植的棚室草莓、芹菜、苦菊
长势喜人。去年，全市蔬菜面积达到 37万亩，棚室菜规模达到
5.3万亩，其中累计建成千栋以上蔬菜基地 8个，打造了牡海宁
为主的中部蔬菜产业板块。

近日，在宁安源丰对俄国际物流园区，一车车圆葱、苹果
等新鲜果蔬被“保暖”后装上俄罗斯大货车，“跨出”国门，24小
时之内就摆上了俄罗斯人的餐桌。据了解，牡丹江市每年实
现外销蔬菜 35万吨，其中对俄出口 15万吨，地产果蔬出口一
直保持全省首位。

林下经济发展势头强劲，该市新建续建了林口龙爪镇沙
棘、东宁大肚川镇大榛子等一批林下经济示范基地，有效带动
了全市林下经济向骨干品种集中，向区域化集聚。去年，全市
新增坚果林 5.15万亩，浆果作物 1.71万亩，北药 1.11万亩。

201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85万元

牡丹江 实现全省“十三连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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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6日，新建哈尔滨至牡丹江客运专线项目八标段爱民隧道施工现场，来自中铁二十二局施工建设者正在进行钢支架二
次衬施工。截至目前，中铁二十二局施工建设者已经完成隧道进口土方2万多立方米，出口明洞完成30多米，出口地基处理的
旋喷桩1750立方米、钻孔灌注桩7890立方米，出口土方挖方2.3万立方米。 张成茂摄

本报讯（马明辉 冯春涛）临近春节，为有效防范和遏制
安全生产事故发生，连日来，林口县重点开展了道路交通、
危险化学品、人员密集场所、煤矿、非煤矿山、建筑施工安全
等 9个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认真督促各责任单
位开展专项整治工作，采取有效的应急处置措施，对发现的
重大隐患及时整改治理，有效消除了一批事故隐患。同时，
该县推进各部门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形成横到边、纵
到底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确保全县人民过上一个安全、祥
和的春节。

节前绷紧“安全弦”
欢欢喜喜迎新年

本报讯（杨玉花）日前，农业部网站公布确定 23个传统农
业系统为第三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我省宁安响水稻作
文化系统喜登榜单。

宁安市响水稻作文化系统重点区域位于宁安市渤海
镇、东京城镇和三陵乡，分布范围包括 18个行政村，总面积
8万亩，是世界上唯一在火山熔岩台地上生产稻米的区域。
这里生产的稻米被称为响水大米，又被称为响水贡米。从
唐朝以来历代都是皇室用米，并成为当今的国宴用米，连续
荣获农业博览会金奖。区域内现有米类注册商标 159 个，

“响水大米”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据了解，
宁安市计划利用 10年时间，完成响水稻米核心产区 8万亩、
辅射区 24万亩水田的产业化经营，把响水区域建设成为农
业产业化发展示范区、把响水区域建设成为镜泊湖畔生态
文化小城镇。

响水稻作文化系统
入选中国农业文化遗产

□德健宇 本报记者 孙昊

牡丹江的隆冬，寒风瑟瑟，滴水成冰，夜间最低温度
已达零下 30 多度，城市其他的建设工地早已停工，不少农
民建筑工踏上了返乡回家的归途。然而，在牡丹江火车
站综合改造项目临时过渡站房施工现场，却依然人声鼎
沸，150 多名工人仍开足马力，在保证施工质量的同时抢
抓施工进度。

牡丹江火车站综合改造项目是哈牡客专项目的重要组
成部分，项目完成后牡丹江火车站将成为城市铁路对外交
通枢纽，方便广大市民的日常生活，助推牡丹江经济社会加
速发展。

1 月 26 日，记者来到牡丹江火车站综合改造项目临时
过渡站房施工现场，见到了站在寒风中检查施工质量和进
度的金光宪。已在寒风中站了 3个多小时的他，眉毛上、脸
上凝结了一层细密的冰霜，在握手时记者能明显感觉到从
他的身上散发的阵阵寒意。金光宪说：“我是这个施工现场
的负责人，哪一环节出现纰漏都会影响施工进度，所以天再
冷也得待在施工现场，要不心里不踏实。”

如今，临时过渡站房施工进展顺利，办公室、行包房等
工程已经全部完成，下一步将全力推进客运区建设。金光
宪说，因为工期紧，他早上 7 点就得到施工现场，一直得工
作到晚上 11点多，下班后，经常累的倒头就睡。

对于接下来的客运区建设，金光宪说，往年这个时候，
多数工地都已经停工了，工人们也开始冬歇了，像现在这样
数九寒天里还猛抢工期的工程，还真是不多。下一步，施工
量大，工期仅仅一个月，估计过年也不能回家了。

迎着寒风，记者不禁产生疑问，在这么冷的天气里施
工，如何能够保证施工质量？金光宪说，为保证严寒天气施
工质量，他们首先会将房屋封闭，之后接入暖气，再用焦炭
炉进行熏烤，这样就可以确保施工现场温度达到 13度以上，
从而保证工程质量。

中午时分，金光宪和工友们聚在一起，刚划拉两口饭，就
得知“行包房温度异常”的消息。一路小跑，金光宪赶到现场
一边检查管线，一边告诉记者，这么冷的天，水管很容易冻住，
如果出现温度异常，一定得查清原因、尽快维修，否则会出大
乱子。华灯初上，记者离开时，金光宪仍和工友们紧张的忙
碌着。

与时间赛跑 与严寒征战
记牡丹江火车站综合改造项目临时站房项目经理金光宪

本报讯（谭龙翔）日前，笔者来到海林市海林镇
泡子村贫困户徐淑芹家，前年新建的一栋崭新的砖
房在蓝天白雪的掩映下分外显眼，院里院外都打扫
得干干净净。

走进屋子里，年近八旬的徐大娘笑脸格外灿烂，
“住到这暖房子里，感觉非常幸福，而且市妇联的干
部们逢年过节来，平时也常来，都来看我帮我，缺啥
少啥的她们都帮我买回来。”握着笔者的手，徐大娘
不停地念叨着，脸上洋溢着幸福。

“坚持民富为重，民享为先，力争让每个海林人
都有好收入、好心情。”近年来，海林市在发展理念上
更加注重民本性，在发展目标上更加注重全面性，在
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民生福祉，情系百姓安危
冷暖，心想职工柴米油盐。为让每一个海林群众都
共享发展成果，该市通过大力实施产业扶贫、精准扶
贫，扎实推进和实施扶贫工作，让更多的海林群众走
在了幸福的致富路上。

耕地面积小，且地处山区，农民要靠种地致富非
常困难。面对这一现实，海林市积极创新思路，以

“一带、五区、三百园”产业布局为定位，大力发展
“菌、菜、果、渔、游”五大特色富民产业,以特色产业
带动农民脱贫致富，激活“造血”功能。为此，该市专
门成立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办公室，开展技术培训促
进劳动力就业，组织相关部门因地制宜帮助各村屯
确定发展定位、选定特色产业。据了解，海林市今年
新增园区 21 个，总量达到 300 个。“十二五”期间，形
成特色乡镇 4个，蔬菜、黑木耳、劳务输出等“一品”特
色村达到 45个，占全市总数的 40.1%。

“铺就精准扶贫路，打开万众致富门”，在扶贫工
作中，海林市注重精准扶贫，通过精准帮扶激活造血
功能。该市采取点对点的方式帮扶贫困户，全市各
新农村帮建单位都有明确的帮扶贫困户的任务，全
市 112家新农村帮建单位结对帮扶 112个行政村。

“一帮一”、“帮四节，管全年”，在干部帮扶贫困
户工作中，海林市也因细致和精准，而将“困难群众
帮扶工程”打造成独特的品牌。据介绍，该市把贫困
户分为特困、贫困和比较贫困三个档次，每年每户救
助标准分别为 2000 元、1500 元、1000 元，每个节日
300元至 500元不等。通过“四节”帮扶，海林 1773名
机关干部与 1321 个贫困家庭“牵手”，变过去帮扶中
的逢年节送米送面为如今的“常年帮扶”。

海林

精准扶贫助民富

本报讯（张树永）1 月 26 日，位于牡丹江市西七条路新安
街的 3号棚户区一期安置小区内人头攒动、热热闹闹。“真没
想到这么快，不到一年就拿到新房钥匙了！”回迁户闫新杰经
过签协议、补房款后，拿到了日夜期盼的回迁新房钥匙，幸福
之情溢于言表。“这个春节更快乐了！”像闫新杰一样开心的
是这个小区 647 户居民，都收到了新年的第一份大礼——回
迁房钥匙。今年 1月，全市还有 10余个项目的 1608户回迁安
置户搬进新居。

去年，牡丹江市委、市政府积极安排部署相关部门研究解
决影响回迁安置的重点项目、重要环节和突出问题。相关城区
和部门就涉及回迁安置难点项目专题会办，逐一研究破解办
法，跟踪督办。一系列举措让 3号棚户区居民一朝圆了多年的
楼房梦。3号棚户区总建筑面积 30万平方米，分为二期建设。
一期工程建筑面积 11.6万平方米，优先安排建设了动迁安置房
和政府保障房。3号棚户区的顺利回迁，不仅给被征收人的生
活品质带来极大提升，更是全市棚户区改造蓬勃发展的缩影。

千余棚户区居民节前喜迁新居

□刘瑞存 本报记者 孙昊

让党旗在乡村飘扬,让乡村变得美丽富饶。过去的一年，穆
棱市紧紧围绕基层党建“强基工程”，深入推进服务型党组织建
设工作，在全市 8个乡镇 127个行政村深入开展“农村党员专属
服务区”活动，通过探索构建网格式管理模式，打造星级化标准
体系，有效打通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2015年，全市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5289元，再创新高。

包片联户，党员耕种“责任田”
在农村曾经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党员不党员，就差两毛

钱”，这曾经是一个时期农村党员作用发挥的真实写照。
于明辰，是穆棱市兴源镇兴源村党支部书记，在党员专

属服务区活动中，把村里的肉牛养殖基地划定为自己的专属
服务区，带头引进西门塔尔等优良品种，并想方设法将自己
积累的肉牛养殖技术传授给村里的养牛户。在他的带动下，
全村 67%的农户开始发展肉牛养殖产业，百头以上的养牛大
户达到 3户，全村育肥牛存栏已达到 400多头，户均 4头，90%
以上的母牛实现了冻配。通过党员专属服务区活动的开展，
兴源村这个曾经发展滞后的小山村一跃成为美丽乡村建设
中的“牛村”。

为使每个农村党员都能在联系服务群众中找到用武之地，
体现党员的价值，彰显模范带头作用。去年，穆棱市委根据农
村党员个人特长和服务能力，围绕居住地、产业链、生产项目、
环境卫生整治等，按照居住相邻、从业相近、易于集中、便于活
动的原则，在全市农村建立党员专属服务区，划定专属服务范
围，明确服务内容和服务标准，铺满盖严，让每个党员在美丽乡

村建设中都有一块自己的“责任田”，切实办好 1~2件力所能及
的利民实事、好事，通过看得见、摸得着、务实管用的服务事项，
当村民的贴心人，不断提升农村党群关系。目前，全市 127个
村党支部已建立党员专属服务区 1093个，有 3828名农村党员
参与，覆盖农户 40256户。

履行承诺，党员争先走在前
一条条简短明了、通俗易懂的宣传标语、主题图板，一张张

发到每家每户印有党员承诺事项的《党员专属服务区“十星”承
诺目标卡》，让农民群众真正知晓党员专属服务区和“十星”承
诺的意义，成为党员专属服务区的监督者、受益者。

去年，穆棱市在开展党员专属服务区活动的基础上，通过
星级化标准进行考核，开展党员“十星”（学习先进星、政策引导
星、科技示范星、带头致富星、团结进取星、扶贫助困星、卫生标
兵星、共建帮带星、和谐稳定星、文明守法星）承诺活动，每名党
员自觉作出能力范围内的承诺，不管是棚室蔬菜种植、肉牛养
殖这样的农村大事，还是村内道路卫生、邻里矛盾这样的小事，
只要是和群众切身相关的问题，就能看到党员的身影。

一个个党员的故事、一份份群众的感动，每天都在穆棱这
片土地上感染着每一个人。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率先摸索香
瓜新技术，改良旧品种并带领村里瓜农共同致富建设“五彩新
村”的河西镇向阳村青年党员刘洋；引领示范，带动全村百姓建
食用菌基地，走创业致富之路的穆棱镇河北村普通党员赵宝
全；通过带领村民发展水稻产业，被党员群众认可，荣获“全国
种粮大户”称号的福禄乡国光村新任党支部书记蔡盛雄……截
至去年 11月份，穆棱市农村党员已累计为群众解决问题、办完
好事 14500多件，成为了群众生产生活的坚强后盾。

党员带农户 大家一起富
穆棱市“农村党员专属服务区”活动让党旗在乡村飘扬

冬 闲 人 不
闲，海林市广大
食用菌种植户纷
纷开始新一年的
种植。近年来，
海林市食用菌产
业蓬勃发展，已
成为海林第一富
民产业。今年该
市食用菌生产规
模总量已经突破
17 亿袋,为打造

“中国食用菌强
市”奠定了坚实
基础。图为海林
市新乐菌业工人
们 正 在 制 作 菌
包。 张丹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