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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3日讯（记者李晶琳）2016年春节可能是人们近
年来度过的最温暖的一个春节。在这暖春中，省内主要景
区（点）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游客接待量节节攀升。

记者 13 日从省旅游局了解到，春节假日前三天，太阳
岛雪博会风景区接待游客 20500 人次，门票收入 232.4 万
元；冰雪大世界接待游客 54000人次，收入 1332万元。亚布
力滑雪旅游度假区三山联网、雪道相连受到滑雪发烧友的
推崇，春节假日前三天共接待游客 7733 人，收入 172 万余
元。

雪乡作为美丽中国十佳旅游景区之一，备受游客喜
爱。春节期间，中央电视台“一年又一年”栏目组赶赴雪乡
录制拍摄了《新年赶大集》和《雪乡过大年美食篇·初一年
夜饭》节目。越来越多的游客涌入景区，春节前三天共接
待游客近 2.9万人次，收入近 2850万元。牡丹江市雪堡、镜
泊湖、横道滑雪场等景区接待人数也大幅度提升。

除团队游外，还有家庭旅游、自驾旅游和自助旅游，其
中自驾游逐渐成为黄金周旅游市场主流。春节前三天，牡
丹江市共接待游客 11.41 万人次，收入 2916.63 万元。大庆

市游客构成以市外游客为主，主要是体验雪地温泉，出游
方式以自驾游为主。除温泉项目外，在阿木塔蒙古风情
岛、飞天滑雪场和兰德湖冰雪乐园等景区，滑雪及冰上运
动也深受市民和游客喜爱。伊春市春节前三天接待旅游
者 7.38万人次，80%以上为自驾或自助游，团队游客比例进
一步缩减。漠河北极村景区前三天共接待游客 2100 余人
次，门票收入 186.36 万元，同比分别增长 18%和 18%，短线
探亲访友是游客出行的主要目的，主要客源地是区内及周
边地区，其次是体验冰雪和东北年味的南方客人。

省内游周边游受宠 自驾游探亲游居多

春节期间，哈尔滨市某商场内的滑冰场吸引了大量的滑冰爱好者，市民穿着单薄的衣服驰骋在冰场上别有一番情趣。
本报记者 郭俊峰摄

春节春节··数字点赞龙江数字点赞龙江

本报13日讯（仇建 周彤 记者狄婕）记者从省机场集团
获悉，2月 7日至 13日春节期间，哈尔滨机场共起降航班
2533架次，运送旅客 33.9万余人次,同比分别增长 7.2%和
4.6%，均创历史新高。

从大年初一到初三，哈尔滨机场日进旅客 2万余人次。
随着春节黄金周的结束，12日起，哈尔滨机场迎来返程客流
高峰，当日进出港旅客达到 5.1万人次。据哈尔滨机场工作
人员介绍，从哈尔滨飞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成都、
重庆、西安、厦门、长沙、昆明、济南、武汉、青岛、烟台等城市
的航班几乎班班爆满。

尽管近几日哈尔滨机场每天加班40余班次，而且国航、
东航、海航也纷纷调整运力，临时调配A330大型客机投放哈
尔滨机场运营，然而由于今年探亲流、旅游流和学生流高度
叠加，哈尔滨出港机票出现一票难求的现象。民航哈尔滨售
票处销售系统显示，目前从哈尔滨飞往北京、上海、广州、深
圳、西安、昆明、杭州、烟台、青岛、济南等大多数城市的机票
异常紧俏，需提前预订。预计这一高峰将持续到2月20日。

运送旅客33.9万人次
本报13日讯（张龙 记者狄婕）记者从铁路部门获悉，今

年春节长假 2月 7日至 13日期间，哈尔滨铁路局累计运送旅
客 208万人次。其中，2月 13日（正月初六）运送旅客 45万人
次，迎来春运以来客流最高峰。

春节期间，哈尔滨铁路局客流以探亲、访友、节日返程为
主，方向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大连等城市。为
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哈尔滨铁路局对重点方向、重点地区倾斜
运力，累计加挂客车 2370辆次，累计加开列车 145趟，其中直
通临客 53趟、管内临客 92趟。

自 2月 11日（正月初四）夜间起，一场突如其来的升温天
气导致我省多地遭遇“冻雨”侵袭，省内多条高速公路被迫封
闭通行。受此影响，春运部分返程客流从公路涌向铁路，哈尔
滨铁路局客流由 2月 11日（正月初四）34万人次激增至 2月 12
日（正月初五）41.7万人次。为此，哈铁立即启动应急预案，主
要车站在突发客流高峰期加强旅客进出站、上下车的引导和
组织，并根据客流随时增开售票窗口及进站通道，保证旅客顺
利进站乘车。

运送旅客208万人次

本报13日讯（记者吴利红）记者从我省交通运输部门获悉，
截至13日15时，全省有200余万辆小型客车享受免费待遇。

据了解，今年春节期间，因前几天天气晴好，其中以来自
北京、天津、吉林、辽宁以及江浙一带的自驾游小型客车居
多。11日至 12日，我省大部地区普降雨夹雪，道路湿滑，为
了行车安全，哈同、哈牡、哈伊等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从 11
日夜间起开始封路。同时，省高速公路管理局迅速启动应急
预案，对冰雪路面紧急撒布防滑料，采取有效措施快速清冰，
在高速公路养护职工的共同努力下，12日早 9时，大部分封
闭高速公路陆续恢复通车。

200万辆小型客车享受免费
本报13日讯（吉璐 记者邢汉夫）记者从哈尔滨市公路客

运总站获悉，7日至 13日哈市公路客运共发送客运班车 4977
台次，加发车 146 台次,运送客流 13 万人次，客流同比增长
19%。

据了解，哈尔滨市公路客运旅客出行集中在哈牡、哈同、
哈大等高速公路线路，大庆、佳木斯、七台河、双鸭山等省内大
中城市和宾县、青冈、绥化等哈市周边县市是最热的几条线
路。为保障旅客出行，哈市采取了根据流量增长及时调配备
班运力、缩短发车间隔、客运站开辟绿色通道、客运站设置自
动售票机等措施，没有出现旅客滞留现象。

运送旅客13余万人次

本报讯（宋运军 记者邢汉夫）记者从太阳岛雪博会组
委会获悉，春节期间，雪博会共接待游客 13.75万人次，与上
届同比增长 15.84%。

据介绍，为使雪雕常看常新，从 13日开始，雪博会组委
会对景区雪雕作品进行整饰，并将在近日增加 10余座新的
雪雕艺术作品。

接待游客13万余人次

本报13日讯（记者曲静）2016年春节期间，我省消费
品市场呈现平稳较快增长态势。传统年货、信息产品、
大众餐饮等成为节日消费亮点。据省商务厅监测，除夕
至正月初六，全省重点监测零售和餐饮企业实现商品销
售总额 174.8亿元，同比增长 10.5%。

春节假期，全省节日消费品市场呈现品牌、时尚、多
元化特点，吃穿用等刚性消费需求保持稳定增长，带动
消费结构升级的商品销售增幅明显。一是食品饮料烟
酒类商品是消费热点。哈尔滨市重点监测企业食品类
销售同比增长 12.6%；佳木斯市春节期间重点监测企业
水果销售量比平时增长 2 倍以上；大庆市重点监测企业
食品类销售同比增长 8.8%。二是家电、数码产品是消费
亮点。哈尔滨市各重点监测家电销售企业手机数码商
品销售约占到整体销售的 35.6%；绥化市手机、电脑等数
码电子产品成为节日热销“宠儿”，销售翻倍增长，通讯
器材类商品销售同比增长 27.9%；牡丹江市重点监测企
业家用电器及音像器材类、通讯器材类销售同比分别增
长 10.65%和 30.5%。三是服装、鞋帽、黄金饰品等商品是
消费增长点。今年是农历猴年，各类猴年题材的金银珠
宝类商品尤其受到欢迎，加之今年金价偏低，黄金销量
增幅明显。哈尔滨市重点监测企业金银饰品销售额增
长 11.6%。

春节期间，全省各地重点餐饮企业纷纷推出价格更
为实惠亲民的年夜套餐，备受大众欢迎。“狗不理”、“三
八饭店”、“老仁义”等老字号餐饮企业节日包桌全部爆
满，家庭聚会、朋友聚餐等主要以中低档消费为主。大
型商业综合体内的美食广场、特色餐饮生意火爆，拿号
排队等座现象普遍，成为拉动餐饮消费的新贵。

消费品销售额174.8亿元

本报讯（褚福超 记者闫一菲）农历大年初一，驻守在祖
国最北端我省漠河县北极村的武警边防官兵们在零下
31℃的严寒天气里，举行升国旗仪式，迎接猴年春节的到
来，并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

据介绍，自 1997年“北极村”旅游景区成立以来，“北极
国旗班”在每月第一周及重大节日都会组织官兵举行升旗
仪式，这已成为了驻地旅游文化产业的一张耀眼名片。

漠河边防官兵升国旗迎新年

哈机场哈机场 铁路铁路

喜看寒冬掀热浪

公路公路 客运客运

（上接第一版）据悉，去年牡丹江市食用菌规模已发
展到 41亿袋（块），总产量突破 200万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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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棚室蔬菜也是牡丹江农业一大亮点，种植面
积已达 4.51万亩。

圆葱、西红柿、黄瓜……在宁安源丰对俄国际物流园
区，一车车新鲜果蔬被“保暖”后装上俄罗斯大货车，跨出
国门，24小时之内就可摆上俄罗斯人的餐桌。据了解，该
市每年实现外销蔬菜 35万吨，其中对俄出口 15万吨，地
产果蔬出口一直居全省首位。去年，牡丹江农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达到 1.85万元，实现了全省“十三连冠”。

冰 雪 旅 游 冰雪景致连成片，冬季到“雪
城”玩冰戏雪

“城中有雪雕，江心有雪堡，周边有雪场，深山有雪
乡”，与夏季的秀美风光相比，有着“中国雪城”美誉的牡
丹江冬季更有一番神韵。追随着漫天飞舞的雪花，国内
外游客纷至沓来，观镜泊湖冬捕节单网万斤捕鱼盛况，赏
林口雾凇、“冰瀑跳水”奇人奇景，牡丹江冰雪旅游提前迎
来高峰。

“真是美翻了！”从福建来的游客李先生刚到雪乡大
海林林业局双峰林场，便趴在雪堆上，和大雪来个亲密接
触。相比名声在外的雪乡，位于牡丹江柴河林业局卫星
林场的“雪村”也是当仁不让，据“村长”郑吉林介绍，这里
是原汁原味的“林海雪原”，现在村里搞旅游的人接近半
数，大潘家、老隋家等网上的“明星户”春节期间都预订出
去了。

在牡丹江市区的江心岛上，牡丹江冬季旅游主打产
品——雪堡和游客们如约见面。今年的第十五届牡丹江
雪堡由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承建，规划设计、制作工艺全面
升级，美轮美奂的雪雕，如童话般世界，雪圈、雪地越野、
雪地摩托等娱乐项目，让游客爽翻天。1月 11日，世界旅
游城市联合会在牡丹江召开分会年度大会，与会专家纷
纷赞叹，牡丹江处处是冰雪景致和中外游客，这里的冬天
太美了！

雪博会雪博会

春节期间哈尔滨极地馆日均接待游客量达 6000 余
人。游客主要来自东北三省，还有一些是来自上海、福建等
地的南方游客。 本报记者 高明摄

春节期间，国网黑龙江电力哈尔滨供电公司配电网巡
视人员对线路及设备进行特殊巡视，确保负荷高峰期间电
网运行平稳。 董中圆摄

□关彦君 本报记者 吴利红

日前，哈牡高速雾松岭隧道一侧的工房里，省高速公路管
理局牡丹江管理处养护工李荣发夫妇刚吃完晚饭，便穿上厚厚
的工服，拿着工具走出工房，顶着寒风，对雾松岭隧道再进行一
次检查。“这两天雪大风疾，晚上必须再看看隧道口是否有积
雪。”

雾松岭隧道是龙江第一条公路隧道，也是哈牡高速公路虎
峰岭路段通行要道。雾松岭隧道海拔高，春季风大干燥、冬季
寒冷多雪。冬季降雪量比其他区域增加 3倍左右。这里人烟
稀少，四周无居民，李荣发夫妇看守和维护这个隧道已有十年
了。在这里，两人听到的除了来往的车声，就是夏日的蚊虫声
和冬日里呼啸的风雪声。“虽然我们俩挺孤独寂寞的，但是一想
到在我们的努力下，有那么多车辆安全通过隧道，与家人团聚，
心情十分愉悦。”

每天，李荣发夫妇都要对隧道 1公里多的环境卫生进行清
扫，检查上行和下行隧道的照明及隧道排水沟、隧道口的除雪
工作。他们没有上下班时间，早上天亮就开始清扫隧道卫生，
晚上天黑了才回到隧道旁的家里。有时遇到大雪天，晚上还要
清除刮进隧道口中的积雪。

他们就这样日复一日坚守着自己的岗位。有一回，老李腰
病犯了疼痛不止，到医院打完封闭针后，医生要求住院观察几

天，李荣发不放心隧道，当天回到家里养病，第二天就到隧道里
巡视。有时夫妻有点小病就吃点药，坚持坚持继续工作。前几
天，李荣发的妻子因病到外地治疗，李荣发没有陪妻子去医院，
妻子也毫无怨言。去治病前，妻子还包了 300个饺子，炖了一
大锅酸菜，生怕李荣发不好好吃饭，有病不能工作。

李荣发说，在这里有十年了，数今年冬天雪大寒气重。一月
末二月初，虎峰岭一带呼啸的寒风刺骨，雪量也很大。李荣发外
出巡路都得穿上厚厚棉服，他笑着说，我们已经适应这样的天
气，越是下雪天，就多走几次，这的地段儿特殊，得时刻看着路面
有没有残冰残雪，把可能引发事故的隐患都得消除。记者采访
时注意到，开车经过的司机都按一下喇叭。李荣发说，这是和我
打招呼哪。这些年，结识了不少朋友。除了巡路清雪保畅，冬天
雪大的时候，难免有大货车滞留在路段上，李荣发和老伴儿就帮
着疏导车辆，联系救援，给司机弄点热乎的饭菜……

李荣发夫妇家在密山市，两人从来没有回过家过年。忙得
也没有时间去女儿那里相聚，想念外孙女的话就看看照片，或
者打个电话听听外孙女的声音。

李荣发说，常年在这荒郊野外是挺孤独的，尤其是有个病
啊啥的，就特别不方便，可是春节是家家团聚的时刻，咱把隧道
弄得平平坦坦的，过往的司乘人员顺利地到达目的地，这是咱
最大的心愿。“尽管今年过年仍不回家，但看着一辆辆车平平安
安开过，心情舒坦。”夫妻脸上绽放出发自内心的笑容……

两个人的孤独换来更多人的一路平安，坚守隧道10年的李荣发夫妇——

今年春节不回家

本报讯（王雨蓉 记者郭铭华）记
者日前从省政府获悉，近日，我省出台
《黑龙江省义务兵和自主就业退役士
兵优待补助金发放实施办法》，进一步
规范我省义务兵和自主就业退役士兵
优待、补助金发放工作，并要求各项资
金在规定时限内发放到位。

据了解，《办法》中的优待、补助金
主要是指义务兵家庭优待金、进藏兵
和高原条件兵高原生活补助金、入伍
大学生奖励金、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一
次性经济补助金。入伍大学生奖励金
发放对象包括服义务兵役的全日制高
等教育院校新生、在校生和毕业生。
优待、补助金实行社会化发放，每年兵
役登记时，各级兵役机关要指导应征
公民在新兵起运前 2个月到当地人社
部门采集基本信息，办理社保卡。人
社部门应在信息采集成功后为其发放
社保卡，作为资金发放的基本渠道。

《办法》规定，义务兵家庭优待金、
进藏兵和高原条件兵高原生活补助金
按年发放。第一年的在批准入伍后
12个月内发放完毕，第二年的在服义
务兵役期满后 2个月内发放完毕。大
学生奖励金原则上在批准入伍后 6个
月内发放完毕。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一
次性经济补助金原则上应当于自主就
业退役士兵报到结束后 20个工作日
内发放完毕。

同时还提出，因国家有关政策规
定的其他特殊原因推迟报到的退役士
兵，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区别对待，
统筹安排，及时统计、测算，按规定程
序发放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一次性经济
补助金。此外，因入伍新兵名单遗漏
的，由县级兵役机关按规定标准自行
解决优待、补助金；因兵役机关提供名
单不准确等原因造成错发的优待、补
助金，由县级兵役机关负责全额追缴
并归回原渠道；因不符合条件被部队
退兵、被部队除名或开除军籍的，由县
级兵役机关于接收后 10个工作日内
通报同级民政部门，由民政部门按规
定停止优待，因未及时通报造成资金
错发的，由县级兵役机关负责全额追
缴并归回原渠道。

此《办法》自 2015年夏秋季征集
的义务兵开始执行，2015年以前入伍
的义务兵按原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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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宋晨曦）近日，记者在中央储备粮黑
龙江分公司 2016年中央储备粮工作会议上获悉，2015
年，黑龙江分公司收购国家政策性粮食 6784万吨，占总
公司年度政策性粮食收购总量的 42%。

按照“稳定、整顿、规范、提升”的工作思路，强化基
础管理，推动集团管控和各项改革；2015年，在较好完
成国家政策性粮食收购的同时，黑龙江分公司管理的
中央事权粮食突破 1 亿吨，利润总额占总公司系统 23
家分公司利润总额的 36.6%。完成了 515.5万吨政策性
粮食调拍出库、库存清查、228.75万吨轮换计划和 25万
吨 2014年结转储备稻谷销售等任务。

2016年，黑龙江分公司计划完成 2015年和已安排
2016年中央投资建仓项目，仓房维修改造项目开工率
达到 100%、完工率不低于 90%；科技储粮实现中央储备
粮空调或内环流控温、智能通风和粮面压盖三项技术
全面覆盖，政策性粮食在春、秋季节适时通风、夏季排
积热等方式全面推广，智能化粮库建设全部完成；所有
政策性粮食收储库点收购一卡通系统全覆盖；储备粮
损耗控制在 1%之内；直属库及分库全部达到安全生产
标准化 3级及以上企业标准等。

中储粮黑龙江分公司

高标准完成国家
政策性粮食收购

本报讯（记者谭迎春）冬日的肇东市寒风凛冽、滴水成
冰，但奋战在一线的环卫工人们却感受到了暖意。日前，北
京立国集团发起“扶卫助化”慈捐善款 20万活动，通过黑龙
江省慈善总会为肇东市 650名环卫工人送去暖流。

立国集团总裁、省慈善总会名誉副会长寇立国热心于
公益事业，截至目前，已向社会各界累计捐款捐物折合人民
币 4000多万元，用于捐建尚家希望小学、修建家乡道路、资
助贫困学生、扶助老人儿童、扶持青年创业。

省慈善总会为肇东
环卫工人捐款20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