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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摄 武智 张明新 王文利
本报记者 孙伟民

记者来到鸡东县刚刚改造过的城
中小区。只见这里 10余栋楼房全部扣
上瓦盖、贴上保温板并粉刷一新，院子
里铺着彩色道板并划出停车位，老人
在新建的凉亭里聊天，居民在院内悠
闲地行走健身……在这里，看不到一
丝老旧小区的影子。

6号楼居民王江，谈起改造后的小
区脸上挂满笑容：“环境美了，单元换了
防盗门，楼道安了声控灯，既安全又方
便。墙体扣上了保温板，室内温度达到
二十五六度，生活在这样的小区里舒
适、幸福。”

鸡东县物业服务中心主任焦立广
告诉记者，这个小区曾是县里最老最旧
的小区，今年鸡东县投资 4160万元，对
20个老旧小区 30栋楼房的配套基础设
施和楼体进行改造，目前已全部竣工。

老旧小区改造，仅是鸡东县众多民
生项目中的一个。今年全县共实施民
生项目 12个，包括街路、公园建设、老
旧小区改造，供水、供热管网改造等多
个方面，总投资近 3.2亿元。年初以来，
鸡东县持续加大公共文化场所的建设
力度，先后建设新峰朝鲜族民俗风情
园、凤凰公园综合体、宾馆游园扩建、迎
宾广场改造等一系列普惠民生的项目。

站在鸡东县政府院内向东望去，昔
日成片的破旧平房已不见踪迹，取而代
之的是凤凰公园综合体建设现场，其中
新建成的体育场，碧绿的人工草坪，紫
红色的标准跑道显得格外抢眼。鸡东
县体校校长谢谦波告诉记者，体育场一
期工程建设面积 2.2公顷，目前已建设
完成，正等待验收。

鸡东县市政设施维护中心副主任
王军成指向体育场西北方向说，那边正
在平整场地的是凤凰体育公园，建设总
投资 2000 多万元，公园中的体育健身
步道工程包含骑行道、体育科普登山步
道和全民健身步道。球场工程包含 3
人制篮球场 2个，羽毛球场 2个，乒乓球
桌 4个，乒乓球训练场 2个。广场工程
包含活力入口广场、有凤来仪广场、文
体活动广场等。项目建设期限为 20个
月，明年即将开工建设。

王军成说，体育场东侧将建设占地
2.4公顷的停车场，停车位合计 600个；

紧挨着停车场的是占地面积 1.63公顷
的农贸市场，建设摊位 934个，目前基
础已打完，正在进行场地碾压，明年开
春扣上钢架大棚即可投入使用。最南
面是梧桐广场，占地约 2公顷，可容纳
2.03万人休闲、健身。

位于鸡东镇新峰村的朝鲜族民俗
风情园，占地 33158 平方米，前不久刚
刚建成，优美的环境引来众多居民游
玩。记者在这里见到了正在荡秋千的
70岁的李景臣和 63岁的李云和两位老
人。李景臣告诉记者，他每天步行 15
分钟来到这儿，走走圈儿、荡荡秋千，和
老伙伴儿们聊聊天，这样的退休生活幸
福自在。

道路改扩建项目是鸡东县今年民
生项目的一大亮点。德胜路改扩建，惠
民路、银峰西路建设，北华大街延伸，德
胜路“平改立”……一条条宽敞平整的
街路，横跨铁路的大桥，让鸡东百姓出
行更加便捷。

德胜路是由鸡西进入鸡东城区的
一条主要街道，鸡密公路至铁路跨线桥
段，被加宽 5米，车行道宽度达 16米，与
新建成的铁路跨线桥、北华大街西延伸
段连接后，形成名符其实的“北外环”。
市民王先生告诉记者，过去他开车去鸡
林乡和兴凯湖机场方向，须从县内经
过，车多拥挤，这条路开通后，方便省
时。

惠民路是今年鸡东县新建的一街
路，道路全长 653 米，车行道宽度 16
米，全部采用 12厘米厚沥青混凝土路
面，人行道铺设有防滑步道板，现已完
成路面施工，具备通车条件。记者看
到，惠民路不但宽敞平整，东侧护坡墙
已粉刷成一片蓝色。王军成告诉记
者，这里将打造成鸡东县的国防教育
主题长廊。

据了解，今年鸡东县在完成街路扩
建、公园建设、老旧小区改造基础上，还
实施了供水主管线改造项目，投资 434
万元改造供水主管网 5077米。实施净
水厂附属管网建设项目，投资 1600 万
元改造室内管网 14 公里、泵房 10 个。
实施供热老旧管网改造项目，投资
2517.61万元，改造一级管网 1公里，二
级管网 15 公里，分户改造 0.65 万平方
米……一个个民生项目相续建成，鸡东
人感受到的是家乡的巨变和暖暖的幸
福。

本报讯（刘吉盛 记者孙伟民）2020智慧旅游产业高峰论
坛暨中国旅游大奖颁奖盛典在上海举行。虎林市经过 3个
多月的激烈角逐，在评选中以优异成绩获“优选红色旅游”奖
项，再次荣获又一个国家旅游大奖。本次评选综合国内优秀
旅游企业、酒店OTA平台、旅行社、航空公司、景区、目的地、
度假区，以及酒店、民宿的近千个标杆性案例，通过层层选
拔最终确定。

虎林市是一座具有红色文化底蕴的城市。其历史文化
厚重，景观独特，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亚洲金旅奖“最具特
色魅力旅游目的地”、全国十佳生态旅游示范城市。

近年来，虎林市围绕构建“一核一龙头，两廊加两环”全
域旅游空间发展布局，以历史为依据，大力挖掘红色基因，先
后开发了侵华日军虎头地下军事要塞遗址和珍宝岛，建成了
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二战终结地纪念园。侵华日军虎
头要塞博物馆开展抗联历史研学，爱国主义教育系列活动，
全年接待参观者30万余人次，有力拉动了全市消费热潮，整
合带动全市餐饮、住宿、购物、娱乐、交通等文旅产业链快速
增值发展。

虎林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 本报资料片

虎林
获中国优选红色旅游大奖

□刘吉盛
本报记者
孙伟民

虎林市百年老
字号品牌“完达山
酒酿造工艺”成功
申请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为黑龙江
完达山酒业品牌的
进一步提升提供了
有力支撑。

黑龙江完达山
酒业有限责任公
司，始建于虎林，成
长于虎林，是一家
百年老字号品牌企
业。为支持企业打
造优质特色品牌，
促进地方经济发
展，虎林市着力优
化营商环境，深入
推进“放管服”改
革，市委市政府领
导多次到企业现场
办公，为企业纾困
解难。市领导多次
带领企业高级管理
人员到知名酒企考
察、谈合作，为企业
蹚出了发展之路，
开启了合作之机。

虎林市各有关
部门特事特办，为
企业解决了多年来
积压的老问题，并
引导企业办理多个
国家支持项目，龙
江老字号、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成
功落地。2015年至
今，完达山系列白
酒相继被省相关质
量管理部门认定为

“省著名商标”“省
名牌产品”“省十大
领军品牌”，完达山
酒业有限公司先后
被授予全国“守合
同重信用”企业、

“省诚信民营企业”
“省级先进企业”
“省农业产业化重
点龙头企业”。

黑龙江完达山
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的发展成果只是虎
林众多企业中的一
个缩影。近年来，
虎林市出台了一系

列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举措，解决企业发展
问题，优化企业发展环境，助力县域经济高
质量发展。

虎林市率先在鸡西地区开通县级 12346
营商环境投诉热线，加强政务服务监察效
能；率先在鸡西地区制定和印发了《虎林市
企业宁静日制度》，为企业创造了良好、宽
松的发展环境。虎林市还选聘各界人士作
为全市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员，初步构建了
多方参与、有机结合的营商环境监督体系，
将营商环境工作纳入全市工作实绩考核体
系，对破坏营商环境典型问题公开通报问
责。将所有“办事不求人”事项通过官方媒
体渠道面向群众公布，扩大群众知晓度，让
群众办事更加便捷、更加通畅。全面开展
政府和部门失信违诺专项清理行动，2019
年及 2020年全市所有清欠行为全部清零。
发布《关于征集破坏营商环境问题线索的通
告》，加快推进企业投诉举报案件办理工
作。开展不作为、“吃拿卡要”和漠视群众、
折腾群众问题专项督查，着力整治政务服务
不优问题。

通过良好的营商环境，虎林市地方企业
正努力成长为县域经济发展主力军，成长起
来的地方企业主动融入当地发展大局，参与
公益事业，践行社会责任，以实际行动反哺
社会。

黑龙江完达山酒业有限责任公司是近
年来焕发新生机的企业代表，常年举办并
赞助虎林市多项群众文化系列活动，出资设
立“完达山酒业杯”群众文艺大奖赛，有力支
持了虎林市群众文化发展，同时还积极参与
虎林旅游产业建设，将企业文化和生态旅游
相结合，倾力打造酒业工业园，园区将在
2021年建成并开园迎客。2019年，企业再
次出资，建立了万亩原料种植基地，与当地
多个农业合作社签订高粱种植合同，企业有
效益，农民得实惠。目前，企业正在规划建
设万吨白酒技改项目，达产达效后，可实现
年销售收入 10亿元以上，利税超亿元，至少
可安置就业 1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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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摄 刘瑜 龙凤 叶阔 本报记者 孙伟民

“约惠冰雪 乐享全城”鸡东县好货大集开集，数千种名
创优品参展。本次大集特设了扶贫专区，精选各乡镇脱贫户
手工制作、绿色种养产品，线上线下同步销售，扩大销售渠道，
增加脱贫户收入，为鸡东脱贫攻坚工作精准助力。

市民牛艳华说:“今天，在好货大集，买了一些笨鸡蛋，购
物还能为脱贫户做点贡献，挺好的。”

在平阳镇网络直播间，农民网红黄晓艳正在直播带货，大
米、白酒、山货等50多种土特农产品精彩亮相，吸引了5200多
名粉丝观看，仅1个小时，就出售商品1000余件。

平阳镇党委宣传委员朱凤娇说，网络销售给我们打开更
广阔的市场，让全国各地都知道鸡东出好货，让鸡东群众也得
到了更多的实惠。

此次好货大集是鸡东县委县政府加快地方经济快速回暖
采取的有效举措之一。地方党委政府搭台，乡镇、企业唱戏，
通过线上线下方式，把鸡东县的名优土特产和传统美食推介
给全国消费者。

“双十二”好货大集启动仪式。

鸡东
好货大集设立扶贫专区

本报讯（李成 王文利 记者孙伟民）鸡东县“30万吨生物
燃料乙醇项目”建设工程进入收尾工作，项目投资方国投生物
能源有限公司开秤收粮，为年底试车运行储备原料。

鸡东县“30万吨生物燃料乙醇项目”是省百大项目之一，
总投资 16.06亿元，项目达产达效后可有效解决农民卖粮难
题，增加粮食附加值提高农民收入。项目从引进到立项、再到
落地建设，鸡东县项目服务专班给予了热心帮扶、热情关怀、
热忱解难，让外来投资者亲切体验到“鸡东温度”。

推动区域发展，全员行动定项目。围绕整合拉动区域经
济实现煤电化经济循环发展，确定了鸡东县“一区三园”产业
发展目标。为推进园区项目建设，县委县政府领导带领职能
部门广泛开展调研，实地查看园区规划建设情况，明确县级开
发区产业定位，不断强化招商引资帮扶力度、基础设施投入支
持力度、配套资金的协调力度，联动全县力量抓项目、保项目、
推项目，促进基础设施落地生根。

落实专班服务，建立台账跟项目。鸡东县建立了重点项
目工作台账，实行挂图作战、跟踪问效。他们将项目进度上
墙，明晰工作内容、举措和时间节点，倒排工期，直观标示项目
进展做到一目了然。同时，建立了全程服务机制，定期深入园
区了解进度，解决问题，帮助企业优化作业流程。对存在困难
的作业项目实行量身定制服务方案，确保服务不缺位。截至
10月末，解答项目建设专业咨询121次、处理项目报建优化建
议43项、协调解决问题78个。

保障复工复产，健全机制推项目。面对疫情给企业复工
复产带来不利因素，鸡东县实行一个项目、一名领导、一个专
班、一抓到底，先后解决了企业疫情防控形势下复工复产、人
员住宿安置、定期核酸检测、施工现场防控管理等难题。在专
班统筹下建立了农民工账户保函、铁路专用线协调对接、供水
及污水项目穿越等协调机制，实打实引领企业跑完“最后一公
里”，保证了在建工程在入冬前完成供水、供电、道路、铁路专
用线等水电路基础设施建成到位。

鸡东
专班服务促大项目落地

改造后的小区焕然一新。

新建成的体育场。

新闻集装箱集装箱

12月20日，2020—2021年度密山市速度滑冰比赛在密山市航空公园冰场举行。
本次赛会由密山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主办，市速滑轮滑协会承办。竞赛项目设男子组500米、1000米、1500米；女

子组500米、1000米和男、女集体滑（表演项目），全市速度滑冰爱好者参加了比赛。

于涛 本报记者 孙伟民摄

密山速度滑冰比赛开始啦

12个民生项目
提升百姓幸福指数

小区改造后，居民载歌载舞，娱乐生
活丰富多彩。

小区改造后，居民有了休闲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