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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民隧道地质复杂、岩性多变，是哈牡客专工程惟一一条
极高风险隧道。日前，记者从中铁二十二局获悉，为了确保该
工程按期完成，施工单位在出口段新增两个作业面，开挖两处
出土坡道，实现隧道建设全面展开。截至目前，爱民隧道出口
防护桩已完成 650米，主体结构已完成 70米。1号斜井累计
开挖100米，2号斜井累计开挖进尺10米。

据了解，爱民隧道位于牡丹江西郊，出口处距离市区较

近，工业、企业、苗圃温室、居民楼等建筑物密集，施工线路走
行区地下管线密集，主要有电信供电管线、输水管线等，施工
难度较大。为了确保爱民隧道工程按既定计划贯通，该工程
项目部反复研究，不断优化施工组织方案，在原设计开展5个
作业面的基础上，对出口段新增两个作业面，开挖了两处出土
坡道，目的是便于大型机械施工作业，向外运输土方，向内输
送材料，在有效的施工季节全力推进施工进度。

哈牡客专爱民隧道全面开建 攻坚克难不断优化施工方案

6 月 30 日，牡丹江市举行
2016 年全市“项目百日会战”
暨第二期产业项目集中开工活
动。活动期间，以牡丹江烟厂
建设项目为代表的一批产业
项目将先后开工建设，共计开
复工亿元以上产业项目50个，
其中新开工项目 36 个。这些
项目的开工建设、竣工投产，
必将对拉动该市经济增长、优
化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
改善社会民生等各个方面发
挥重要作用，也将引领助推全
市上下走出一条总体结构布
局更优、质量效益更好的现代
产业发展新路。 德健宇摄

牡丹江开启“夏日攻坚战”

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如火如荼

□金海龙 本报记者 孙昊

6月初，海林市横道河镇迎来了清凉夏季，也迎来了一年之
中“宝贵”的建设期。

早上 8点多，从修缮一新的中东铁路机车运输博物馆，到
刚刚落成的王洛宾纪念馆，记者一路“追踪”，在距离哈牡高速
横道河入口不远的地方，见到了正在现场指挥街路绿化和环境
整治的横道河镇党委书记邹怀武。他动情地说：“为了建设旅
游名镇，要干的事儿太多了！”。

与时间赛跑，推进旅游名镇建设
在中东铁路机车运输博物馆，记者看到这里云集了许多远

道而来的游客，他们触摸着历史，交流着感受，兴奋地与蒸汽机
车头拍照留念。横道河子，这座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每年吸引着
数以万计的中外游客。

然而，七年前，这里人口外流严重，镇里中俄建筑错杂、道
路狭窄崎岖，让人们看不到百年小镇的风采。

2010年，他们抢抓横道河子被列为全省“百镇建设试点镇”
的机遇，大力推进旅游名镇建设，拉开了大保护、大开发、大建
设的序幕。

邹怀武对记者说，当年镇里拆建整治的情景，至今历历在
目。2个多月的时间，在市领导的指挥下，他们身着迷彩服，整
天工作在现场，节假日都不回家，以最快的速度与 200多户居
民达成了协议，使 3条街路恢复了原貌。六年来，在邹怀武的
带领下，全镇干部和群众统一思想，坚定地走上了以旅游名镇
建设带动富民强镇的发展快车道。

近两年，为突出俄式风情，邹怀武积极引领干部群众打造
俄罗斯风情商业步行街，收购、修缮环城路两侧石屋、木屋等历
史建筑 11栋，正在建设俄式面包房、酒吧、精品屋、啤酒屋、农
家旅馆等商业配套。

三个AAAA级景区，让他信心更加坚定
去年，俄罗斯风情小镇成功跻身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

让邹怀武更加坚定了建设旅游名镇、影视名镇、历史文化名镇，
加快富民增收的信心。目前，横道河子有东北虎林园、威虎山
影视城、俄罗斯风情小镇3个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和一个SS
级滑雪场、一个佛手山国家森林公园；七里地村红色抗联遗址
遗迹被列入全国100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和30条“红色旅游
精品线路”之内。

为打造集聚“历史、文化、生态、红色、影视”五大特色的多元
旅游产业格局，该镇全力推进中东铁路机车运输博物馆、影视剧照
馆、七里地党史馆、王洛宾纪念馆、横道河子油画村、七里地生态
村、国际书画创作交流基地和横道影视基地等精品项目建设，完成
第二雪乡选址，正在开辟石林岭穿越旅游线路。同时，他们与国内
各大旅行社积极对接，建立景区公众号服务平台和张雄艺术网黑
龙江分站，实现中东铁路机车运输博物馆、油画村等景点票务、基
本信息与平台全面对接，建立了“互联网+旅游景区”体系。

据统计，2015年，全镇旅游收入达 4000多万元，带动人均
增收近3000元。

为了美好明天，横道人始终“在路上”
在邹怀武手机的备忘录里，每天发现的问题、急需处理

的工作记得满满的。俗话说，三分建七分管。为全面加强城
镇管理，邹怀武带领班子成员认真研究，出台多项举措，力争
精益求精。

近年来，他们按照市级管理标准，对全镇实施标准化、效
率化、常态化的管理办法，并建立完善了管理制度。加强路网
保洁，对镇内九路一桥路面及周边进行环境整治；实施绿化
亮化，完成镇区绿化修剪 3万平方米；安装路灯 480盏，完成
主次干路及历史建筑的整体亮化；新建2个便民公厕，安放大型
垃圾箱8个……横道河镇原人大副主席徐国安说，邹书记每次开
会、学习都会带回来一些文字或影像资料，带回来一些先进的城
镇建设、管理的理念。如今，漫步在横道河子街头，细心的人们会
发现，这里的路灯、白桦等等，都充满着诗情画意。

去年秋天，随着计划总投资 20亿元的中国林海雪原国际
旅游度假区项目签约、启动，横道河子旅游名镇的明天更加令
人企盼。邹怀武说，下一步，横道旅游名镇建设将依托绿水青
山、冰天雪地自然条件，进一步挖掘中东铁路历史文化，完善

“吃住行游购娱”六大旅游要素，狠抓城镇建设管理和景区运
营，力争两年内使旅游人次倍增，旅游收入倍增。同时，做精中
国北方影视基地，壮大影视服务产业，叫响“南有横店，北有横
道”；做强森林食品产业，大力发展草莓园、树莓园和黑加仑基
地，加快富民增收步伐。

“民心是杆秤，谁对老百姓好，他们自然都记在心里。”经过
几年的不懈努力，这座百年小镇焕发出青春与活力。横道河镇
居民王红说，原先镇里 6000元一栋、无人问津的房子，现在都
按平方米卖了！一平方米就值 2000多元，老百姓是旅游名镇
建设最大的受益者。

邹怀武 让“小镇”变“名镇”

本报讯（刘加勇）近期，牡丹江境外农
业开发再传捷报——截至今年 5月,全市
企业境外农业合作总面积达到 500 多万
亩，占到全省企业合作面积的六成以上,
成为全国境外农业开发第一市。

近年来，牡丹江市按照省委对俄经贸
合作战略升级的整体部署，采取“政府协
调、企业运作、农民经营”的模式，不断提
升境外农业合作的规模和层次。作为中
国最大境外农业园区的创办者，东宁华信
集团今年在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租赁土地
102万亩，种植大豆、玉米、小麦并开展多
种经营，目前筹资上亿元，决定在牡丹江
建设俄罗斯进口粮加工园区，生产优质食
品满足国内中高端市场需求。东宁华洋
公司利用境外生产的粮食，建立了规模较
大的奶牛场、养鸡场，生产的牛奶、鸡蛋供
应俄罗斯远东消费市场，已成为俄罗斯滨
海边疆区最大的牛奶生产企业，目前正投
资建设牛奶深加工项目。据了解，牡丹江
市境外农业合作企业下一步将把俄罗斯
粮食、鲜奶回运的区域由俄滨海边疆区扩
大到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阿穆尔州、犹
太自治州，通过打造“粮头食尾”、“农头工
尾”推进境内外园区互动，促进全省对俄
农业合作转型升级。

今年，牡丹江市将继续推广企业开发
合作、中俄政府间合作开发、农户联合开
发等成功模式，组织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
考察活动，深入了解俄罗斯主要产销地区
的农业政策、生产条件及投资开发潜力，
并达成政府间的农业合作意向。同时，还
将通过内部政策鼓励、强化服务支撑等措
施，积极探索和争取贴息、低息贷款等优
惠政策，在人才、物资、技术等方面，向以
龙头企业为主的境外开发主体倾斜。

牡
丹
江
境
外
农
业
开
发
驶
入
快
车
道

□德健宇 本报记者 孙昊

近一年来，在哈牡客运专线工程建设现场、在牡丹江
大桥拓宽改造工程建设现场、在牡丹江市区太平路下穿火
车站工程建设现场……到处是热火朝天的动人场面，每天
都在创造着新的建设成就。

这一条条新路、一座座新桥，是牡丹江人民多年的期
盼。按照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在加快大通道建设的同
时，它将进一步完善牡丹江的城市路网、提升牡丹江的城
市竞争力。

盛夏骄阳，七月流火，而比炎炎夏日更火热的是遍布
牡丹江市的一处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现场。目前，各
项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已取得阶段性成果，竣工后将为牡丹
江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注入勃勃生机。

核 心 提 示

6月21日，记者从市城乡建设局获悉，牡丹江大桥改造建设
项目正火热进行中，截至目前，新建桥梁和旧桥现浇面层施工已
全面完成，新桥侧石材护栏已完成安装 360米，占总量 512米的
70.3%。

当日 10时，记者在牡丹江大桥桥上施工作业面看到，数十
名建设者正忙着安装大桥两侧护栏，牡丹江大桥新建桥梁和旧
桥现浇面层施工已全部完成，华丽转身的牡丹江大桥已初见规
模。“现浇面层施工对天气要求特别高，下雨或气温过高都不
行。”据该项目总工程师顾亮介绍，随着夏季的到来，牡丹江大桥
改造建设项目已进入加速建设高峰期，包括大桥单侧新建，旧
桥加固，环堤路桥新建，古城街桥新建，兴隆广场改造及其他
附属工程在内，整体工程正在不断推进当中。截至目前，旧桥
现浇面层施工、意外预应力钻孔施工、桥底打磨修复施工、桥
梁下部水泥基涂刷施工、上下游装饰柱石材安装施工、上下游
装饰钢拱安装施工均已完成。新桥侧石材护栏安装完成后，
将开始进行下游侧石材护栏安装施工，整体工程将于今年 10
月竣工。

牡丹江大桥部分护栏已安装
整体工程将于今年10月竣工

6月20日，虹云桥新建工程开始浇筑最后一个大型盖梁，
这标志着该桥梁下部结构建设基本完成。近期，该工程桥梁
上部结构梁板吊装将拉开序幕。

截至目前，该桥已累计完成钻孔桩 314根，承台 71座，系
梁6座，墩台99座，盖梁8个，桥梁下部结构基本完成。同时，
该桥道路工程也在同步推进，水泥搅拌桩和挡土墙工程施工

已完成。据相关负责人介绍，虹云桥重建工程自今年 4月份
开工以来，承建单位制定了详细的施工作业计划，对桩基、承
台、墩柱、盖梁等每一环节进行科学卡控，做到了长计划、短安
排。为确保雨季施工的质量，该工程项目部制定了相应的雨
季施工措施，采用防雨技术及加强排水手段，确保雨季正常进
行施工，减少天气情况对工程建设的影响。

虹云桥重建工程有序推进 顶风冒雨“不减速”保质量

经过 3个多月的努力，牡丹江市区太平路下穿施工建设进
展顺利。近日，在建设工地现场记者看到，所有施工作业正在加
紧进行。光华街南侧，大型设备正在进行高压旋喷桩和防护桩
作业。在铁路线南侧的两个施工现场，U型槽的施工准备正在
紧张进行。

目前，景福街至日照街工程，已完成防护桩、高压旋喷桩和
冠梁施工，正在进行人防破拆；日照街至光华街，正在进行西侧
红旗医院咬合桩施工，光华街已开始基坑开挖和人防破除；海林
街至新荣街，防护桩和高压旋喷桩已全部完成，正在进行基坑开
挖和降水；新荣街至圣林街正在进行防护桩和高压旋喷桩施
工。预计6月30日前，完成其余护壁桩施工，7月31日完成u型
槽施工，9月15日完成通道框构施工，9月30日完成路面沥青混
凝土铺装。

太平路下穿工程全力推进
9月30日完成路面铺装

虹云桥重建工程施工现场。 王金成摄

6 月 29 日 上
午，林口县站前社
区铁中小区院内人
头 攒 动 ，热 闹 非
凡。由社区居民自
发组织的“和谐邻
里一家亲”百家宴
温暖开席，50 户家
庭纷纷从家里端来
一盆盆精心烹制的
拿手菜，与邻居们
一起喜迎党的 95
岁生日。

吕秀红 冯春
涛摄

日前牡丹江市
西安区江滨街道办
事处与“牡丹江拍
鸟人”摄影群共同
组织开展了“创建
文明城市共建生态
家园”爱鸟周志愿
宣传活动。据悉，
本次影展征集了该
市摄影家、摄影爱
好 者 的 300 余 幅
100 余种精美鸟类
摄影作品，栩栩如
生的照片吸引上千
人前来参观。

王莉摄

本报讯（刘福程 高峰）近年来，穆棱市以实施基层党建
“强基工程”为总抓手，坚持以园区党建为突破口，全力构建
“组织覆盖到位、特色载体鲜明、保障措施得力”非公党建新
格局，为穆棱发展开放型经济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2015年，该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完成 63.3亿元，其
中，园区规上企业完成 6.12亿元。他们积极探索“点、线、
面”相结合的非公企业党组织组建工作模式，不断扩大非
公企业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面。目前，穆棱经济开发区
147户园区企业，区域化党组织覆盖率达到 76.2%以上，规
模以上企业全部建立党组织。他们在园区创建了“党旗映
车间”牡丹江市级党建品牌，鼓励非公企业党组织开展“党
员责任区无次品”等特色载体活动，引导党员职工在产品
创新上下功夫，在内部管理上求效益。

穆棱
创新园区党建助力企业发展

本报讯（谭龙翔）为引导农民加快调整种植结构，进一
步促农增收，海林市按照“市场为导向，资源为依托，创新为
动力”的发展思路，以调优、调特、调名、调强为突破口，积极
推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了农业供给侧的转型升级。

据统计，今年全市计划调整玉米种植面积 25万亩，目
前，已落实面积 20.3万亩，占计划的 85%。其中，新增经济
作物9.9万亩、优质大豆5万亩、林果2.2万亩、食用菌1.2万
亩、旱改水 2万亩，全市粮经比达到 6：4。此外，今年海林
市还将海长公路产业带项目定为种植结构调整试点，在
海长公路沿线打造现代农业带、美丽乡村精品带、农业调
整示范带“一线三带”，重点布局绿色水稻种植加工、优质
果菜出口、高效经济作物、林下经济作物、乡村农业旅游
等六大板块。

海林
调结构特色农业“钱景”好

本报讯（王宇璇）近日，国家旅游局发布《2016全国优选
旅游项目名录》，东宁市碧水湾国际养老旅游度假区入选。

据了解，碧水湾国际旅游养老度假中心建设是东宁市
中俄跨境旅游产业项目中的重点建设项目。由东宁市瑞阳
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投资建设，位于东宁市新城沟水库，景区
立足原生态园林和绿色环保水库资源，对水库进行保护性
开发，将人文景观与天然山水融为一体，打造国际生态养老
院和休闲度假区。

东宁
入选全国旅游项目名录

本报讯（王璐）日前，《牡丹江市志》（1986～2005）发行
仪式在牡丹江市党政办公中心召开。

据了解，全书分上、中、下三卷，除总述、大事记、附录外，
设30篇，347万字，卷首彩页76页，统计图49幅，全方位记录
了牡丹江现代化建设各领域的主要成就及经验教训，是牡丹
江市最完整、最准确、最权威的市情资料著述，也是牡丹江市
社会文化建设的一项重大成果。在《牡丹江市志》评审过程
中，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领导和来自北京的专家参与了评
议，并提出修改意见，这在我省志书评审历史上是第一次。

《牡丹江市志》（1986～2005）
出版发行

今年宁安市继续完善源丰对俄果蔬国际物流园区功
能，启动海关罚没品仓库和进出口保税仓库项目建设。
靠大联强，加大粮食产业物流园区和农机物流园区推进
力度。图为园区内正在运输货物。 王志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