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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刘真辉 记者孙昊）面对国内外市
场需求疲软、宏观经济环境复杂多变等诸多困
难和经济下行压力，牡丹江市工业战线采取系
列措施保增长、保稳定，工业经济运行继续保
持稳步走高的发展态势。1至 11月份，全市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 460户，工业增加值实现 221.1
亿元，同比增长6.3%，增幅位列全省第二位，同
比提高2.4个百分点。

年初以来，通过采取一系列强有力的推进
措施，前 11 个月，市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实现
38.7亿元，同比增长6.9%，特别是市开发区同比
增长12.8%，引领全市工业增长。在首控石油、
桦林佳通等骨干重点企业生产稳定增长的带
动下，市区29户骨干重点企业实现产值同比增
长 9.3%，增速比同期高出 21.3个百分点。县域
规上工业增加值实现 182.4 亿元，同比增长
6.2%，比同期高 0.3个百分点，所属 5个县（市）
均保持了正增长，增速位列前三位的分别是海
林、穆棱、宁安，增速分别为6.4%、6.3%和6.1%。

前 11 个月，全市非公经济企业贡献率较
大。1至 11月，全市规模以上非公企业实现工
业增加值 193.3亿元，同比增长 6.8%，高出全市
增幅 0.5个百分点，对全市规上工业增长的贡
献率达到93.9%。

同时，前11个月中，在全市工业经济34个
行业大类中，有 25个行业同比实现正增长，占
全部行业的 73.5%。其中，石化、汽车制造、食
品制造等 11个行业产值增速在 10%以上；在全
市列入国家统计目录的79种产品中，有55种工
业品产量同比实现正增长，滚动轴承、乳制品、
饮料等 17 种工业品产量增长超过 20%，子午
胎、水泥、空调机等 22种工业品产量增长超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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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玉花 郭智文 本报记者 孙昊

今年，宁安市充分依托全市冰雪文化旅游资源，以冰雪
文化旅游产品开发为牵动，以群众冰雪健身体验活动为助
推，以冰雪文化旅游服务供给为保障，制定《关于加快冰雪文
化旅游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加快形成政府引导、社会协
同、群众参与的冰雪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格局。

按照顶层设计和高端规划的理念，宁安市围绕牡丹江区
域镜泊湖“秘境冰湖”产品功能，着力形成“两区五镇五游线”
的空间布局。

精品项目引领推进“两区”建设。镜泊北湖冰雪旅游度
假区重点规划开发旅游度假区、冰雪景观观赏区、冰雪极限
挑战体验区。镜泊南湖冰雪温泉养生区重点规划开发温泉
养生区、文化展示区和湖岸人家特色餐饮区。

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推进“五镇”建设。加快推进宁安城
区至火山口白桦川冰雪酷旅体验游线，宁安城区至老爷岭风

电场冰雪徒步探秘游线，宁安城区至农场冰雪生态嬉水游
线，宁安城区至镜泊湖火山口冰雪度假观光游线，宁安城区
至镜泊南湖冰雪温泉康体养生游线建设，全面推进宁安冰雪
旅游产业发展。

宁安市以市民快乐冰雪季系列活动为龙头，大力开展各
级各类冰雪活动。在冬季冰封江面规划设置冰壶游乐区、速
度滑冰区、冰雪摩托赛道、群众性冰雪趣味活动区等冰雪运
动项目区。在城区东侧岱王山规划开发建设初级小型滑雪
场及冰雪游乐设施，开展丰富多彩的冰雪嘉年华和群众冰雪
健身体验活动。同时，宁安还大力推动与东南沿海城市，以
及对俄、对韩青少年冰雪文化旅游交流合作，积极开展国际
国内青少年冰雪运动交流活动。

结合镜泊湖“秘境冰湖”的品牌特色，突出“冰雪之恋 魅
力宁安”的冰雪旅游整体形象，宁安市加大度假养生冰雪品
牌的宣传推介。他们加强互联网和新媒体运用，有效利用微
信、微博及智慧旅游手机客户端等载体，突出做好“两区、五

镇、五游线”等特色冰雪旅游产品的全面推介。
同时，该市还将通过开展中小学生“雪地足球赛”、“短

道速滑赛”等多元化密集型群众性冰雪旅游参与活动，激发
本地客源体验冰雪文化旅游产品的积极性；通过“火山湖冰
雪节”、“国际冬泳邀请赛”等国内外大型冰雪体育赛事的申
办和高水平的“冰雪嘉年华”演出活动的举办，努力提升冰
雪旅游产品品质，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到宁安体验冰雪文化
旅游。

为打造特色冰雪旅游产品，宁安市创新“冰雪+”模式，充
分延伸冰雪文化旅游产业链。通过“宁古塔民俗文化节”等
活动的举办，打造独具地域特色的冰雪文化旅游品牌。

重点做好南湖温泉、小朱家农家炕、北湖林区山珍食疗
养生等冬季康体养生旅游产品的开发，加快推进中医养生
馆、特色食疗馆等项目的开发建设。下一步，在镜泊北湖区
域规划建设冰雪嘉年华游乐区、雪域森林影视基地等冰雪旅
游文化主题景区，以现代科技手段再现冰雪艺术景观。

宁安 特色旅游彰显地域色彩

本报讯（于万里）为进一步落实冬春火灾防控具体要求，加
强优化发展环境工作推进，保证全市火灾形势稳定，牡丹江消防
支队集中推进火灾隐患常态化排查整治活动，取得了显著成效。

日前，为切实加强重大火灾隐患单位整改工作，牡丹江市召
开重大火灾隐患整改工作协调会。同时，牡丹江消防支队在全
市范围内开展了“冬春火灾防控消防隐患互检互查工作”，以全
市1190家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全部检查一遍为工作目标，以人员
密集场所特别是地下建筑为首要检查重点，成立消防部队检查
组 31个，检查社会单位 186家次，各级公安机关、警种成立检查
组 96个，检查单位 553家次。全市共发现隐患 184，督促整改
170处，依法清理违规居住人员5人。

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常态化

本报讯（刘真辉）为了确保1.6万户居民回迁安置，牡丹江
市征收、建设等相关部门全力推进该项工作。近日，历经100
多天的奋战，位于西地明街北的某地产项目A、B安置区全面
完成了水、电、热等配套工程，18栋安置楼具备回迁功能。在
新的一年到来之际，首批 1200户棚改被征收人开始陆续回
迁，将住上温暖的新房。

为把全市“房屋征收回迁安置突破年”抓出成效，全面完
成今年“回迁安置1.6万户”任务，该市征收办、房产局等相关
部门坚持一线跟踪督办，全程协调服务，与建设单位共同研究
解决资金难题，协调供水、供电、供热、燃气等配套单位加紧推
进。开发建设单位筹措资金 6000多万元，投入安置房建设。
日前，该项目B安置区先行办理回迁手续，1200户被征收人拿
到新房钥匙，将于新年前喜迁新居。

据悉，2017 年元旦前后，该市还有黄花棚改项目近
3000 户和开发区胜利花园安置区 1000 多户居民也将实现
回迁安置。

棚改项目回迁安置全力推进

本报讯（冯广明 记者孙昊）从 11 月 1 日起至 2017 年 4
月 15 日，牡丹江市环保局全面开展冬季大气污染防治专
项执法检查行动。截至目前，已先后对牡丹江市区近 30
家次大气污染源单位进行现场检查，268 台小锅炉被整治
取缔。

据了解，本次专项执法检查以打击超标排放环境违
法行为为重点，采取“监测先行、执法开放、违法曝光、惩
改同督”的方式。同时，市、区两级环保部门还有针对性
地开展重污染天气专项执法检查工作，在市区空气质量
达到重污染天气的情况下，以市环境监察支队为主，组织
环境监管执法人员对市区内的大气污染源单位的大气污
染防治设施运行、“三堆”采取的防风抑尘措施等情况进
行现场检查，对违反《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规定
行为严厉查处。

根据空气质量监测数据显示，进入冬季采暖期以来，
他们先后对市区近 30 家次大气污染源单位进行现场检
查，对存在问题的单位依法责令立即改正。此外，牡市环
保部门按照“四个一批”的要求，分类施策，分批推进，对
小锅炉进行集中整治，截至目前，全市建成区内已整治取
缔燃煤小锅炉共计 268 台，并计划于 2017 年底前完成牡市
建成区内全部燃煤小锅炉的整治取缔工作。

取缔整治268台小锅炉

本报讯（冯伟 王增伟）笔者从牡丹江市国土资源局了解
到，根据域内石墨资源最新勘探现状，牡丹江市计划“十三
五”期间，以精深加工为重点，延伸精深加工产业链，投资
100亿元，打造石墨产业集群。

今年，牡丹江市围绕地质找矿，集中精力抓矿产资源勘
查，在石墨资源勘探方面实现重大突破。截至 10月末，8个
石墨勘探项目中已取得普查成果的有 5个，其中由省地勘
六院勘查的林口县石墨矿普查项目，发现 5条矿带，初步查
明石墨矿物量 3400万吨，属超大型石墨矿，其资源规模在
国内罕见。目前，牡丹江石墨矿资源总量超过 4500万吨，

石墨储量排位由石墨分布地一跃成为石墨主产区。
牡丹江谋划石墨产业项目 14 个，林口奥丰新材料有

限责任公司年产 100 万吨石墨矿石采选项目，计划投资 8
亿元，进行石墨采、选、深加工基地项目建设。由原穆棱
市镈昊石墨有限公司与山东平度华东石墨加工厂共同投
资建设的年浮选 3万吨石墨精粉生产线、年产 1万吨球形
石墨生产线、年产 1万吨膨胀石墨生产线及年加工 100吨
石墨烯导电剂生产线，现已完成投资 1.5 亿元，石墨浮选
生产线建设已完工，正在利用空闲厂房进行石墨烯导电
剂试生产。

投资百亿打造石墨产业集群

□文/摄 王月迪 唐敏秋 本报记者 孙昊

一个多月前的双“十一”，牡丹江市一批旅游电商的冰雪
旅游产品实现大卖，一家电商当天在天猫的销售额突破2000
万元，国内游全网排名第三。负责人兴奋地对记者说，在全
省大力发展冰雪旅游的背景下，牡丹江真真切切将“冷资源”
做成“热文章”，“冰雪”变“金银”成为现实。

年初以来，牡丹江市充分发挥雪城、雪乡、雪堡、雪场、雪
村等独特的冰雪资源优势，在全省“哈亚牡”白金线路的基础
上拓线结网，打造冬季旅游精品，提升基础配套建设，加快产
业融合，全面推进牡丹江冰雪产业发展。

强化顶层设计 加强体制保障
牡丹江从全市战略高度，强化顶层设计，在全省率先出

台《关于加快冰雪文化旅游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为冰
雪产业发展把关定向，抓住国家旅游局把牡市定位为中国主
要冰雪旅游城市的机遇，重点打造全国冰雪文化旅游首选目
的地。

该市成立推进冰雪产业创新发展重点工作领导小
组，市旅游局正式更名为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实行兼职委
员制度，发改、财政、交通、建设、镜管委等 14 个市直部门
依法参与全市旅游工作，为推进全市冰雪产业发展提供
了体制保障，并启动牡市全域旅游及冰雪旅游专项规划
编制工作。

打磨产品项目 加大营销推介
今年冬季，牡市推出“游”雪城雪堡、“享”雪乡雪村、“看”

镜泊冬捕、“赏”冰瀑跳水、“浴”小镇温泉、“观”林口雾凇、
“玩”高山滑雪、“感”冬日虎威、“住”萨满村落、“踏”林海雪原
等十大冰雪旅游产品，并精心策划了包括牡丹江、镜泊湖、雪
乡、雪村、雪堡等在内的五条经典旅游线路。

此外，牡丹江市以国内外旅游大集团、行业 50强和央企
民企等为重点目标，广泛引进战略投资和社会资本，加快推
进冰雪产业项目开发和建设。以镜泊湖核心景区为重点，已
与中林集团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计划投资30亿元整体开发
镜泊湖冰雪旅游产业。与中交集团合作，总投资20亿元的新
雪乡项目正在加快推进。森工海林局与北旅投股份共同投
资27亿元开发建设的林海雪原国际旅游度假区已开工，将打
造全国首个以森林休闲度假、冰雪娱乐为一体的国际化森林
综合度假区。

牡丹江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副主任郭冬霞告诉记者，今年
通过“走出去”和“请进来”加强了对冰雪旅游产品的市场营
销，在全国 29个城市进行推介，所到之处引发热潮。邀请国
内重点旅行社来牡市进行踏察踩线。举办旅游活动时，邀请
国内主流媒体来牡采风宣传，不断将牡市冰雪旅游推向高
潮。

提升配套建设 加快产业融合
旅游兴旺，交通先行。牡丹江市通过多元化融资，加大

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公路方面，牡三公路、牡丹峰公路、海

长公路已建成通车；长汀至双峰（雪乡）段改扩建工程、镜泊
湖环湖公路、林口湖水至莲花、莲花至三道通等4条重点旅游
公路已开工建设。铁路方面，牡绥铁路扩能改造竣工通车，
哈牡客专、牡佳客专开工建设，牡敦客专列入计划，牡市将迎
来“高铁时代”；成功吸引上海、成都、贵阳、昆明等地旅游专
列与牡市互通。航空方面，牡丹江新机场确定预选场址，恢
复牡丹江至海参崴航线，开通了韩国济州岛和南京旅游包机
航线。同时牡市还完善配套服务，全市新建旅游厕所 38个，
投资建设城市级旅游信息咨询中心。

12月 4日，牡丹江市首届冬季运动会召开，成为推动“冰
雪+体育”产业发展的亮点。镜泊湖成功举办两届全国青少
年冬季阳光体育大会，被列为永久性主会场。除了体育产
业，牡丹江还加速冰雪产业与其它产业的联动融合发展。与
文化深度融合，催生热门影视剧、大牌娱乐节目在冬季纷纷
到牡丹江市取景拍摄；萨满“祭湖醒网”仪式融入镜泊湖冬季
旅游文化节；利用朝鲜族、满族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饮食文
化，开发冬季饮食项目。同时，牡丹江冰雪旅游还带动餐饮、
交通、购物、娱乐等相关商贸服务业发展，最大限度地释放了
旅游产业盈利空间。

雪城、雪乡、雪堡、雪场、雪村

牡丹江 邀你赴一场冰雪盛宴

激情四溢的横道滑雪场。

近日，坐落在镜泊湖景区山庄码头冰湖湖面上的“萨满村
落”与游客见面。 石璐摄

镜泊湖冰雪娱乐区马拉雪橇、冰滑梯、飞速滑雪圈、雪地越野车等20多个项目让游客流连忘返。 张成茂摄

美不胜收的林口雾凇。

本报讯（刘加勇 田文飞 记者孙昊）今年，牡丹江市食用菌
规模达到 43.1亿袋，产量 218万吨（鲜品），产值达到 118亿元，
拉动农民人均增收3400元。

近年来，牡丹江市大力发展食用菌产业，食用菌标准化园
区已达 96个。东宁雨润等龙头企业搞精深加工，开发新产品，
延伸产业链条，促进食用菌产品转化增值。到 2016年底，全市
龙头企业加工量 17万吨，实现产值 19亿元。在发展食用菌的
过程中，牡丹江市加大与国内知名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的食用
菌专家沟通联系，引进食用菌先进技术，传递产业前沿技术信
息，积极开展适应北方条件的食用菌生产技术研究，推动全市
食用菌产业实现更好更快更大发展。

该市不断拓展食用菌市场营销功能，完善了东宁雨润、海
林北味等市场配套功能，打造黑木耳、猴头菇、滑子蘑等区域集
散物流中心，预计到 2016年底，全市食用菌专业市场销售量达
到 159万吨（鲜品），销售额 76亿元。同时，他们还发动本地企
业深度参与渤海商品交易所黑木耳交易，进一步拓展牡丹江市
食用菌网络营销渠道，增强价格话语权、市场供求信息掌控权，
使牡丹江市的食用菌产业快速发展。

食用菌产值首次突破百亿元

随着500千伏永包线迁改工程的完工和线路的成功送电，
国网黑龙江检修公司圆满完成了哈牡客专建设涉及的500千伏
电力线路的迁改任务。

按照设计，该铁路需穿越我省500千伏主电网的永哈甲线、
永哈乙线和永包线共3条输电线路。国网黑龙江检修公司负责
将哈牡客运专线与上述3条输电线路交叉处共计 12 基铁塔、
导线全部拆除，再重新设计、建设、安装高度符合 500 千伏电
网及铁路客运专线安全运行要求的铁塔和导线，对施工全过
程进行现场监督，严把安全质量关，对铁塔组立、平衡挂线等
各关键环节进行现场监督，确保了工程“零缺陷”投运。整个
迁改工程历时53天，共投入大中小型设备30余台套，施工车辆
80余台，施工人员500多人次，为哈牡客专的提前竣工通车提供
了电力保障。

张永奎 本报记者 蔡韬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