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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摄 王晓微 本报记者 马少忠

进入夏日，嘉荫景区又现火爆场面，
探秘“第一龙乡”的游客络绎不绝，客流
量和旅游收入实现高速增长。“畅游龙江
三峡，探秘第一龙乡”旅游产品走进黑
河、走进佳木斯、走进鹤岗，瞄准市场需
求，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强区域合作，快
速提升嘉荫旅游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三县两区”旅游互通区定向惠民政
策启动，嘉荫县、萝北县、逊克县、汤旺河
区、乌伊岭区五地深度融合市场资源，联
合打造旅游精品，营造了大合作、大发
展、共赢共荣的新局面。

一项项举措的背后是嘉荫全域旅游
跨越式发展的缩影。今年，嘉荫县搭乘
伊春市发展全域旅游的顺风车，围绕“游
界江、观恐龙、探峡谷、赏冰雪”的旅游
定位，通过全域谋划、项目引领、节会带
动、宣传促销等方式，重点建设和打造
影响力大、美誉度高、特色鲜明、配套完
善的景点景区，叫响“龙之乡”的生态旅
游品牌。

发展全域旅游，嘉荫县大力实施“旅
贸兴县”战略，以“灵韵嘉荫、秀美龙乡、
活力边城、宜居家园”为主题，坚持“叫响
龙之乡、开拓大界江、升级朝阳镇、畅通
互联网”的发展方向，全力打造“山水田
园综合体”，加快旅游线路建设、实施旅
游富民、创新旅游产品……使全域旅游
的步伐向纵深推进。

“呼吸着新鲜空气，吃着江水炖江
鱼，满眼都是绿荫蓝天，我们都不想回去
了。”来自沈阳的任女士告诉记者，她们
一家老小自驾游来到嘉荫，原本打算第
二天便返回，结果被嘉荫的生态环境所
吸引，便住了下来。

“幸亏我们住了下来，早上散步的时
候，居然看到一群鸳鸯和江鸥，以前从来

没见过，太美了，我想以后经常带孩子来
嘉荫，亲近大自然，感受大界江的魅力。”
任女士高兴地说。

生态旅游是怎样的定位呢？嘉荫县
旅发委主任单晓华给出了答案：“游客来
到嘉荫，呼吸到的是清新的空气，闻到的
是扑鼻的花香，满眼的葱茏与惊艳，满心
的愉悦与欢喜。”

如果说绿色生态是嘉荫发展全域旅
游的“门面”，那么文化无疑为其打开了
另一扇窗。策划举办中国嘉荫首届恐
龙文化节，打造文化旅游节庆品牌，搭
建文化交流、文化旅游、文化贸易、文化
产业发展的有效平台；举办中俄国际集
体婚礼、中国恐龙发现115周年暨首届嘉
荫化石保护论坛等活动，激发全域旅游
发展内生动力；“龙腾盛世幸福嘉荫”系
列广场文艺演出、鄂伦春民俗演出、中俄

文化交流文艺展演、冰雪欢乐季……让
游客在嘉荫洒下欢声、洒下笑语、洒下激
情……

张女士在嘉荫县朝阳镇经营着一家
土特产店铺，主要卖些当地的特色山、农
产品。“现在游客逐渐增多，尤其周末生
意还蛮不错，我相信嘉荫秀美宜人的风
景会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来这里游玩度
假。”张女士信心满满。在嘉荫，像张女
士一样的旅游经营户不胜枚举。旅游，
改变的不仅仅是游客的生活，还有当地
居民的生活。

嘉荫顺应和把握旅游消费个性化、
高端化、智能化趋势，坚持以游客满意为
根本要求，从细节抓起，推进旅游服务规
范化、标准化、特色化，提升旅游业供给
质量，打造全域旅游示范区。

建设精品旅游项目。大力推进恐龙

2号馆建设，积极开展恐龙国家地质公园
5A级景区申报工作，完成茅兰沟游客服
务中心建设，提升景区整体接待服务能
力和质量。加强与龙建公司沟通合作，
融入漠河——抚远沿江旅游带，挖掘界
江旅游资源。打造具有乡土特色的乡镇
旅游产品，发展建设一批乡村民宿示范
村、乡村旅游观光示范村、乡村旅游商品
展销示范村。坚持发展冰雪经济，打造
龙乡界江冰雪乐园，办好第三届“冰雪
节”，逐步把嘉荫建成冰雪旅游目的地。

持续推进宣传营销。充分发挥嘉荫
旅游公众号作用，加强与新浪网合作，在
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精准投放推送信
息，并与各知名旅游公众号、户外运动
俱乐部、旅游达人建立合作关系，用美
图和美文吸引全国乃至国际游客。加强
与途牛、携程、驴妈妈等主流线上旅游服
务平台合作，推广精品旅游项目，并积极
与南方地区旅行社建立联系，实现客源
地营销。

加强旅游市场管理。发挥旅游市场
综合监管联合执法队伍作用，加大监管
力度，重点检查宾馆、饭店等服务行业随
意加价、不实广告、制假售假等失信行
为，促进旅游市场规范化、诚信化管理。
在重点景区周边建设标准化旅游厕所，
提高旅游公共服务水平。完善嘉荫旅游
APP平台功能，实现中心城区WIFI全覆
盖。加强宣传引导，推广宾馆、饭店等服
务行业线上支付。完成景区监控系统、
4A级景区网络覆盖系统、游客服务中心
导览系统“三套系统”建设，推动智慧旅
游与市场需求接轨。

如今的嘉荫，游人如织。发挥旅游
优势，推进融合发展，补短板、增效益，
全力推进全域旅游发展，奋力开创幸福
嘉荫发展新时代成为嘉荫上下一致的
共识。

嘉荫 推进全域旅游跨越式发展

外地游客在茅兰沟公园拍照。

□文/摄 郭市 本报记者 马少忠

“您对我们的窗口服务是否满意？”
“您有什么意见和建议？”伊春市行政服
务中心坚持每周一早上，由市级领导带
班，到服务大厅现场解决办事群众问题，
同时就服务情况、满意度、意见建议进行
随机问询。

这是今年3月，伊春市以深化干部作
风整顿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
力，在“软环境”上实现新的突破。

问计于民，才能更好地服务于民。
公安局、粮食局、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等政务服务窗口单位，通过发送《征求意
见函》的方式，将征求意见对象延伸到系
统外的单位部门，建立一次性告知单754
个，完善建立工作流程图 2440个。环保
局、营林局、水务局等13家环保责任主体
单位，邀请 38名基层单位负责人和重点
污染企业代表，进行面对面征求意见 20

余次。
五营区忠芝集团是一个省级民营企

业。今年5月，五营区人才驿站站长韦庆
和得知该企业急需轻工食品研发方面的
专业技术人才后，通过柔性引才邀请两
名省级专家免费为企业进行现场技术指
导，并答疑解惑。

“通过他们给我们的指导，产品的品
质提高了，市场销售也更好了。”忠芝集
团总经理刘丽红心中的喜悦溢于言表。

建立联系走访工作台账，定期听取
企业的意见和建议。在友好区年初成立
的创业孵化基地和“互联网+电商”创业
中心，在这里不仅提供免费的房屋使用，
工作人员还经常入户走访，进行技术指
导、政策解析等上门服务，让创业者在家
中就可以了解时下最新的优惠政策和技
术培训渠道等信息，为创业者提供创业
平台。

每月通报一次督导情况、曝光一次

暗访情况，该市20个作风整顿督导组，聚
焦整训干部思想、整改干部作风、整建工
作流程、整治突出问题、整饬干部风纪，
以提高专业素质、提升服务效能、提倡工
匠精神、提炼创业本领、提升内生动力为
目标，全覆盖指导153个单位开展作风整
顿活动。

在政务环境方面，伊春进驻行政资
源服务中心的市直 35个部门 236个事项
已经实现了“一网通办”，对“四零”承诺
进行梳理和流程再造。在服务窗口推行
代办、导办、领办机制，细化了 25个工作
环节、90项具体工作任务，对进入市行政
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行政审批、
行政许可、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一律实
行限时办结。日前，在黑龙江省营商环
境专题测评中，各类企业对伊春营商环
境满意率为94.8%，位列全省第一位。

东北农业大学教授深入忠芝集团讲
解蓝靛果饮品开发和营销。

伊春市凝聚“作风动能”促转型

11 日，2018 年黑龙江省林都伊春大众跆拳道联谊赛在伊春市红松体
育馆开赛。 王志富摄

□贾春华 宋勐 本报记者 马少忠

7月25日的强降雨，造成伊春南岔区
部分地区受灾严重。社会各界心系南岔
灾区，情牵灾民，积极伸援手、献爱心、送温
暖,通过不同渠道为灾区捐助钱款、衣物、棉
被、米面油、瓶装水、床等物资，投身爱心大
奉献。

“灾区有困难，我们要分担”。灾情发
生后，南岔区委宣传部、总工会、文明办、
团委、工商联、妇联、组织部相继在全区各
行各业发出捐款捐物倡议书，呼吁社会各
界积极行动起来，发扬“一方有难，八方
支援”的美德，积极为灾区捐款捐物，参与
到灾害紧急救助中来，为灾区群众奉献爱
心，救助受灾群众，让受灾群众切实感受
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

从山上到山下，从乡镇到村屯，从场
所到社区，从医院到学校……每天都可以
看到捐款捐物、奉献爱心的队伍。从机关
干部到广大群众，从企业家到普通员工，
纷纷慷慨解囊，争相捐款捐物，尽己所能，
出一份力。

仅7月26日，南岔团区委组织志愿者
先后为灾区捐助矿泉水700箱、馒头1500
个、毛巾200条。

7月27日，南岔柳林超市在自身库房
多处进水、部分商品严重受灾情况下，还帮
助受灾群众共度难关，准备了价值5万多
元的棉被、豆油、瓶矿泉水、卫生纸等救灾
物资。在团区委青年志愿者们的帮助下，
装车送到区防汛办，由其转发给灾区群众。

7月28日，伊春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和南岔分局工作人员深入到结对扶贫
包联的南岔区宝泉村走访慰问，向宝泉村
赠送价值2万余元的药品；当天，南岔柳林
家电商店得知部分地区遭受严重水灾后，
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捐赠价值5000元的
厨房电器。

7月30日，黑龙江格润药业有限责任
公司将价值 4万多元的 350袋大米和 350
桶豆油送到区民政局，帮助灾区群众。

7月31日，南岔区信桦木业有限责任
公司将价值 1.3万元的 200袋面粉和 200
箱矿泉水，送到区民政局，由民政局统一
向受灾村民发放。

8月 1日，南岔区人武部在“八一”建
军节当天，为南岔区受灾最严重的石头河
子林场送去801箱矿泉水，以这种拥军爱
民的特殊形式庆祝“八一”建军节，再现军
民患难与共、鱼水情深的场景；当日，南岔
三兄弟家具公司把连日来组织员工加班
加点生产的、价值近6万元的双人床30张
送到民政局，由民政局转给灾民。

8月2日，市妇联通过联系省妇女儿
童基金会，将争取到的价值7万元的救灾
棉被 120条、儿童和女士羽绒服 160件送
到南岔，由民政局统一向受灾群众发放。

一些企业负责人纷纷表示：“这些物
资只是想让那些受灾群众解决燃眉之急，
希望企业的一片爱心，为灾区群众送上一
份温暖。希望他们能尽快恢复正常生活，
重建家园。”

10元、50元、100元……一时间，南岔
区各界人民群众尽其所能，踊跃为灾区奉
献爱心。南岔区热电厂积极响应区委区
政府的募捐倡议，仅一天时间就捐款7960
元。南岔区东方红小学结合学校正值暑
期实际情况，为方便教职工捐款，让大家

以支付红包或转账方式发给募捐收款负
责人。一些岁数大的老同志由于不会发
红包和转账，特意从家里赶到学校把带有
体温的捐款送到募捐收款负责人手里。
南岔区四中教师刘杰了解灾情后，主动为
灾区群众捐款200元。

“虽然我无法去灾区救灾，但我会以
捐款的方式帮助灾区人民群众。”一位教
师表达了全区人民群众情系灾区的心声。

从 7月 26日开始，在南岔区机关、乡
镇场所、驻地军营、街道社区、学校、医院，
处处涌动着爱心汇成的融融暖流。截至
目前，南岔区民政部门已募捐到来自社会
各界的救灾钱物30多万元。

据介绍，由于南岔区一些场所、乡镇、
村屯受灾严重，灾区重建家园急需社会各
界力量积极奉献爱心。区民政局负责人
说：“由于南岔这次受灾严重，后续抗灾救
灾、恢复重建的任务很重，需要投入更大
的救灾资金，希望得到社会各界的大力支
持。希望大家伸出友爱之手，慷慨解囊，
鼎力相助，帮助灾区人民渡过难关、重建
家园。”

南岔 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

本报讯(王晓微 记者马少忠)7
日，由嘉荫县委宣传部主持编写的两
部文化系列丛书正式问世。这套 300
余万字的丛书，从酝酿策划到选题组
稿，再到编辑出版，共历时五年，涵盖
了众多艺术门类，充满了嘉荫元素，极
富收藏价值。

嘉荫“文化系列丛书”一共分为
两部：一部是由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伊春市著名作家顾曾执行主编的
《嘉荫文化系列丛书》，包括《恐龙地

质文化》、《边境界江文化》、《抗联
爱国文化》、《淘金创业文化》、《鄂
伦春民俗文化》和《知青垦荒文化》；
另一部是由该县文学协会主席张世
忠执行主编的《灵韵龙乡旅游文化
系列丛书》，包括 6 册合集《故事嘉
荫》《童话嘉荫》《诗韵嘉荫》《散文
嘉荫》《旋律嘉荫》《收藏嘉荫》和
《一碗月色》《走过风的颜色》《岁月
的书签》《天涯悄悄有芳草》等 4 册
个人专集。

嘉荫县再添文化新“名片”

本报讯（顾泽怡 记者马少忠）6月 1
日至 7 月 25 日，铁力市区域累计降雨
411.5毫米，部分农田受灾，道路、桥涵、
房屋等多处损毁。面对灾情，铁力市立
即启动防汛应急预案，全市人民紧急行
动，万众一心，团结协作，打响了一场奋
起抗击洪水、奋起保卫家园、奋起保护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保卫战。

截至目前，铁力市共出动抗洪抢险
人员 2457人，出动车辆 639台。抢险加
固堤坝 10公里，穿堤建筑物 42座，加固
桥涵 40座，维修水毁道路 10多公里，紧
急转移群众 5121人，投入抢险土方 6245
立方米，石方 4639立方米，铁线 0.5吨，
编织袋 8 万多条，水泵 10 多台，油料 5
吨。对应急转移群众采取集中和分散两
种办法安置，对受灾群众逐一进行登记，
及时发放粮食、棉被等生活必需品。汛
情稳定后，该市抓紧时间修复受损房屋、
农田道路，做好灾后防疫工作，保证转移
群众生活质量，迅速组织排涝，指导农民
尽快恢复生产，积极与保险公司协调理
赔工作。认真核实灾情，积极向上报告
受灾情况，争取支持，及时修复受损桥
梁、堤坝、通村道路等各类设施，确保受
灾地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

目前，铁力市林业局和 7个乡镇受
灾，受灾群众 2724户 7177人（其中贫困
人口 755人），转移安置群众 5121人（其
中集中安置 587人，分散安置 4534人）；
农作物受灾面积 15665公顷，成灾 11096
公顷，绝产 4569公顷；损坏房屋 102间；
通村公路损毁 32.6公里，农田道路损毁
190.2公里，桥梁损毁40座，涵洞损毁189
处；直接经济损失13938.53万元，其中农
业损失 9454.9万元，基础设施及其它损
失4483.63万元，后续灾情仍在统计核实
中。经过全市的共同努力，铁力市没有
发生因汛伤亡情况，受灾地区秩序比较
稳定。防汛各项工作和灾后恢复生产等
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铁力市
坚决打赢抢险
救灾保卫战

本报讯（王云竹）微风习习送爽，
月光披洒银辉。绿色的大森林成为
最好的舞台背景，皎洁的月色是舞台
最美的灯光。7月 30日晚，由伊春市
委宣传部、市文化广播新闻出版局主
办的 2018（中国）伊春第九届森林音
乐会奏响林都。

本届森林音乐会由深圳市交响乐

团演出，历时75分钟。置身于“中国林
都”美丽的山水和优良的自然生态环境
之中，优美的乐章，清新的空气，阵阵的
松涛，交汇、演绎出的天籁之音，让人流
连忘返。曲终人不散。在观众热情的
掌声中，乐团又特别增加了返场曲目
《康康舞曲》，演出在持久的掌声中圆
满落下帷幕。

第九届森林音乐会举行

2日下午，第二届环黑龙江自行车公开赛总决赛在伊春带岭举行。本次
赛事是我省2018夏秋季精品赛事之一。来自俄罗斯、法国、爱沙尼亚、乌兹别
克斯坦等国家和地区的400多名选手报名参赛。 杨秀梅摄

□本报记者 马少忠

“这个季节，我们湖南已是闷热
无比，没有空调是很难受的。这里天
气凉爽，不仅美食非常好吃，花海也
很迷人，真是养生避暑的好地方！”7
月29日，在伊春金山屯九峰山养心谷
休闲度假的湖南游客易先生发出这
样的感慨。

近年来，一向以“康养旅居”闻
名的国家 4A 级景区九峰山养心谷

“火了”，养生旅游风生水起，特色产
品遍地开花，产业链条精耕细作，赢
得了游客与业界好评。火爆背后，
玄机何在？

旅游+养殖 拓宽职工致富路
“在这里不仅可以赏花、采摘，还

可以学习林下药材的种植知识和了
解珍稀动物的生活习性呢！”7月29日
下午，来自上海的小游客俊宁与父母
在珍禽园近距离接触羊驼、孔雀、鸵
鸟等萌态可掬的珍稀动物，玩得不亦
乐乎。

记者环顾四周，只见荫翳蔽日的
树林下，一群群鸵鸟、孔雀或悠然觅
食，或在暖阳下“咯咯”欢叫。羽毛鲜
艳的斑鸵雁、火鸡不时从围栏里一闪
而过，不远处清澈的池塘里，一群群
鱼儿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构成一幅
生机勃勃的田园美图。

“我们这儿的鸵鸟肉和孔雀蛋不
仅味道鲜美，经常食用还有养生和保
健的作用呢。”正在禽舍里忙活的饲
养员战志强自豪地告诉记者。他还
给记者讲起了他的脱贫路：“以前因
为供孩子上学，生活花销大，自己身
体又不好，生活比较贫困。”去年起，
他和爱人来景区依靠旅游服务，经济
情况明显好转。

据王常伟介绍，林禽模式优势
多，不仅生态环保，还节约资本高利

润。鸵鸟饲料以食草为主，抗病能力
强。其肉低脂肪、低胆固醇、低热
量，品质优于牛肉。饲养一只鸵鸟
年纯利润可达 2000 余元。目前，园
内养殖的羊驼、火鸡、孔雀、鸵鸟等
珍稀动物，给游客带来无限乐趣，满
足游客的味蕾。他们还利用自身资
源，推出多条亲子互动、养生等旅游
线路，受到游客的热捧。入夏以来，
景区已接待游客10万余人次，同比增
长30%。

旅游养生结合 展示独特魅力
近日，金山小镇露营大会暨九峰

山森林太极活动在九峰山养心谷景
区举行。开幕式上，精彩的太极表演
堪称活动的重头戏，成为海内外同行
和媒体关注的焦点。

“太极强身健体、修身养性。此
次活动向世界展示了太极健康、和
谐、向上的文化精髓，同时将太极文
化和旅游养生有机结合起来，展示了
九峰山康养旅游的独特魅力。”金山
小镇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说。

据了解，为让更多游客体验健康
养生和太极文化，该景区投资兴建了
国学讲堂、太极道场、养生公寓和木
制养心屋等基础设施，这些项目的建
成投用，大大促进了太极文化的普及
和推广，扩大了九峰山“康养旅居”品
牌的影响力。

从青山绿水到林下花海、从养生
美食到国学禅修……九峰山围绕康
养和旅居两大主题，以“九养”理念为
主线，构建以“康”为主体、“养”为特
色、“林下种、养”为支撑、“游”为纽带
的康养旅游产业格局，促进旅居与医
疗、旅游、农业、森林、体育、文化等业
态融合发展，实现旅游产业从一日游
向“多日游”转变，进一步增强产业的
吸金能力。据统计，今年年初以来，
景区已接待游客近20万人次。

九峰山养心谷

旅游+康养 助推旅游转型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