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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物

绥芬河充分利用国内外高校人
才资源，突出重点，创新方式，着力
加强人才队伍素质建设。

“请进来”筑牢发展根基。先后
邀请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
等国内知名高校专家学者，围绕自
贸区建设、对俄经贸、电子商务等方
面开展12期专题讲座，搭建全市各
类人才获取最前沿领域、最新知识、
最急需解决问题的学习交流平台。

“走出去”厚植创新根基。分类
组建专题培训班，充分利用知名高
校的学科优势，分赴不同高校开展
专题培训。围绕改革创新、突发事
件处理、招商引资、全域旅游、现代
化城市建设等内容，与深圳大学、浙
江大学等高校联合举办专题培训
班，进一步开阔党政人才创新工作
思路和增强履职本领。

“云平台”稳固战疫根基。结合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邀请外交
学院、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
校专家学者利用“云平台”开展线上
培训，组织全市350余名人才以“屏
对屏”方式深入学习，及时为疫情防
控一线的各类人才“加油充电”。

创新学习载体
夯实基地根基

□本报记者 杜怀宇

瞄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和市
容环境质量不平衡两大短板，绥芬河市
城管执法局以建设环境整洁、规范有
序、美丽魅力的城市风貌为目标，开展
城市环境综合整治，着力解决民生领域
难点弱项，以实际行动扮靓城市。

扫除脏乱差⇒洁净城市

细抓道路清扫保洁。坚持对城区
主次干道实施“一日两扫”全天保洁。
降低垃圾露天保留时间，在全城范围内
强化“洗城和除尘行动”，保持街路干净
整洁。

严管生活垃圾收运。监察执法人
员加大对私设垃圾场和私拉乱倒垃圾
行为的打击力度，遏制乱倒垃圾、沿途
飘洒污染环境。

精心维护环卫设施。全市20座水
冲公厕专人管理，按时开放。对主次干
道丢失、破损的果皮箱及时更换、维修，
并指定专人定时清掏和擦洗。

保持城区河道整洁。成立河道卫
生保洁小组，确保城区河道水面清洁，
岸坡整洁，设施完整，运转正常。目前
清除城乡接合部 4条河道内淤泥和垃
圾500余吨。

规范环境⇒打造秩序城市

大力整治街面乱象。重点清理马

路市场、主干道上非法占道经营、店外
经营行为。目前清理出店经营320处、
占道经营 205 处。清理乱堆乱放 200
处，清理破损条幅 48处，清理小开荒、
小菜园65处。

清理整顿马路“僵尸车”。目前已
有216台车辆被清理，道路秩序更加井
然有序。

重拳治理违法建设。对城区内街
路两侧、沿街商服等临时性私搭乱建行
为进行治理、拆除。目前拆除违建 23
处、5020平方米。

净化城市空间。开展“城市蜘蛛
网”治理工作，拆除破损牌匾，清理破损
软体条幅、布幅，清理废弃、空置的户外
广告、牌匾等 130 余处，清理小广告
2600余处。

社区环境⇒实现整体提升

规范庭院环境。协助绥芬河镇和
阜宁镇开展社区环境治理，推动环境整
治工作向内街小巷、城乡接合部、弃管
区域延伸，实施全域环境整治。整治北
山工业园区环境，清理木材加工废弃物
等各类垃圾 140余车，1855余吨，实现
环境治理全覆盖。

完善垃圾收运体系。结合农村人
居环境综合整治，积极推进农村生活垃
圾收运体系建设，建立农村生活垃圾村
收集、镇调度、市清运处理的收运体系，
实现集中统一收运和处理，农村生活垃
圾收运和处理工作全面达标。

城管执法

补足“短板”扮靓城市

俄铁路员工宿舍旧址，位于绥芬河市梨树街2号，被当地人称为“大白楼”。
它建于1913年，是一座具有折衷主义风格的优美建筑。楼体呈长方四环形，中
有天井，建筑面积2050平方米。该建筑不仅是中东铁路发展史的见证，也是早
期红色秘密国际通道的历史见证。2009年，这里成为秘密交通线纪念馆，2012
年纪念馆被命名为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13年“大白楼”成为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并被列为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本报记者 杜怀宇整理

大白楼 见证红色之旅

□文/摄 邵丹 本报记者 杜怀宇

每年10月至第二年4月，都是备春
耕必需的化肥生产黄金期。绥芬河市
充分发挥地缘优势，利用进口俄罗斯钾
肥资源在自贸片区内实现落地加工,其
成品氯化钾颗粒肥料，销售到了东北三
省及内蒙古等地。

记者在兴盛科技农业有限公司看
到，中俄铁路的宽标轨专用线直接铺
设到化肥生产厂区，站台上已经摆满
了整装待发的 2000吨化肥，生产车间
内机器轰鸣。兴盛科技农业有限公司

刘平说，冬季是化肥企业最忙碌的季
节，厂区 24小时不间断生产，每天生
产 400 吨，主要销往黑吉辽的农作物
主产区。

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生
产，绥芬河自贸试验区严格执行国家对
进口环节的防疫规定，结合涉外企业生
产特点，落实防疫细节。指导企业厂区
消毒通风、岗位安全监督、流程规范操
作。刘平介绍说，企业每天 24小时开
足马力，日产氯化钾 400吨，春节期间
也会正常生产，为下游企业和农作物生
长提供充足的肥料。

自贸片区

进口钾肥原料落地忙加工

本报讯（记者杜怀宇）2020年绥芬
河铁路口岸全年开行中欧班列 218
列。自 2018年 8月中欧班列在该口岸
开行以来，共计开行362列。

为保障中欧班列的顺利开行，绥芬
河铁路车站发挥中俄国境站重要作用，
积极与俄铁股份分公司远东铁路局格
罗捷阔沃站联系协调，对入境的中欧班
列及时掌握在俄境内装运的时间和数
量品类，入境后全面落实防疫措施，积
极配合海关查验，优质服务企业客商。
对出境的中欧班列加强与国内装车站
联系，将班列的信息数据及时传到对方
站，提前办理出境相关事宜，使出入境
到达绥芬河站的中欧班列在该口岸畅
通无阻。

铁路车站还充分发挥“95306”数字
口岸系统作用，实现铁路与海关、与企
业公司和俄铁数据信息共享，通关情况
自动反馈，实现了通关效率最大化。同
时在自贸片区的框架下，积极推动口岸

“从传统贸易向新型贸易转变，从大进
大出向优进优出转变，从对俄单边向多
国多边转变”措施的落实落地，助力外
贸经济持续向稳向好发展，使中欧班列
的开行由上半年每月 10列，增长到下
半年每月达 20列，2020年 11月份创下
了单月开行28列的最高记录。

目前，经绥芬河铁路口岸入境的中
欧班列国内主要到达成都、郑州、圃田
等地，出境的中欧班列到达俄罗斯、波
兰、德国、比利时等国家。

铁路口岸

2020年开行中欧班列218列

化肥生产后整装待发化肥生产后整装待发。。

招聘人才座谈会。

今日绥芬河冬景。

““四链协同四链协同””深化校地精准合作深化校地精准合作
集聚人才链集聚人才链、、教育链教育链、、产业链产业链、、创新创新链链

□文/摄 高研 本报记者 杜怀宇

绥芬河市以统筹推进重点人才工程、项目和平台建设为基础，以校
地合作共赢为核心，以持续集聚高校人才服务自贸区经济产业发展为目
标，依托地缘优势，发挥产业优势，突出特色优势，确保高标准、高质量、
高起点推进“人才基地”建设。

围绕自贸区经济、产业发展需
要，以建设人才智库和高校科研平
台延伸为载体，绥芬河市多重搭建
校地合作平台，大力集聚高校人才
到自贸区创新创业，实现人才链、教
育链、产业链、创新链“四链协同”的
校地合作格局。

搭建智库型研究机构平台。
与东北林大和哈商大签订战略协
议，注册成立绥芬河自贸片区首家
智库型研究机构——自贸区绥芬
河片区哈尔滨商业大学自贸研究
院，探索成立东北林大长江学者工
作站和博士后流动工作站，广泛聚
合相关领域的科研院所、政府机构、
企业及国际学术力量，开展自贸区
建设专项研究，实现柔性吸纳高端
人才到绥芬河市创新创业，助推开
发开放。

搭建科研优势转化平台。依托
综合保税区博士后创新创业实践基
地，组织园区企业与中国海洋大学、
北京林业大学、北京食品工业研究
所等高校院所建立合作机制，及时
帮助企业攻克技术难题。绥芬河远
健进出口有限公司获批中国海洋大
学“水产学科教学科研基地”，在海
参种苗繁育、饵料研制等方面进行
产学研探索。

搭建对俄校企合作平台。与俄
罗斯远东联邦大学共同举办企业高
级管理人才经贸与投资合作培训
班，优选26名企业高级管理人才通
过专家授课、咨询解答、企业对接合
作、实地考察4个模块，围绕投资贸
易政策等 7个专题进行学习，全面
提升了绥芬河市企业经营管理人才
的国际视野，26家企业与俄方11家
企业达成合作意向，实现了学习培
训与经贸合作的融合发展。

搭建合作平台
打造基地引擎

将“人才基地”建设与引才聚智深度融合，同向发
力、同频共振，建立“市级领导+牵头单位+高校”的常
态化对接工作机制，与高校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
系。

面向“双一流”建设高校招聘。通过开展市委书
记进高校宣讲活动，召开“东北五校”（哈工程、哈工
大、吉大、东北大学、大连理工）就业协作体走进自贸
区绥芬河片区人才调研座谈会，举办高校专场招聘会
等系列举措，累计面向全国“双一流”建设高校招聘急
需紧缺人才146名。

吸引中俄高校实习生。依托职业教育中心，积极
与俄罗斯远东联邦大学乌苏里斯克师范学院、俄罗斯
符拉迪沃斯托克经济服务大学纳霍德卡分校、国内的
哈商大、东北石油大学、哈师大、牡师院、黑幼专等高
校开展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产教融合、实习实训等方
面合作，累计承接中俄高校毕业生到职教中心开展实
习实训 1500余人次。探索开辟候鸟式、联盟式、项目
式引才渠道，计划组织 200余名东北林大和哈商大等
高校学生来绥芬河实习实训，将高校的先进理念和科
研成果导入自贸区绥芬河片区机关事业单位、园区企
业和重点项目等部门单位。

建立科研院所工作站。邀请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中科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
等单位来绥芬河实地考察，积极争取清华大学乡村振
兴工作站到绥芬河市落户，借助国内顶尖学府的人
才、科研、技术优势，将绥芬河打造成全国红色旅游和
自贸建设的标杆。

加大引才力度
拓宽聚智渠道

□文/摄 李雅文 本报记者 杜怀宇

作为2021年全省旅发大会东线承办城市，绥芬河市高起
点谋划，高效率推进，高标准落实，目前重点项目加快建设，力
求城乡环境明显改善，城市品位不断提升，切实增强可观性、
体验性、互动性，真正把旅游产业做实、做大、做出精彩，为第
四届旅发大会的胜利召开增添更多的“绥芬河爆点”。

重点项目挂图作战有序推进
总投资0.5亿元的红花岭东北抗联主题小镇项目，总占地

面积2.01万平方米，项目依据东北抗联教导旅历史，主要建设
维亚茨克村、远东战役战场、景观游览路线、兵马驿站、密营基
地。截至目前，38栋主体建筑、地下给排水管网已经完成，景
区道路、强弱电、光纤铺设施工正在进行中，景区预计2021年
6月底建成运营。绥芬河中俄自驾游营地项目，拟投资1.1亿
元，规划占地面积5.85万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停车场、游客
中心、集装箱综合商业区、自驾游营地、房车营地、帐篷营地、
多功能草坪区等，目前已完成全部地下管网、路面硬化、人行
步道铺装、集装箱特色建筑组装等主要工程，自驾游营位、帐
篷营位和房车营位铺装和木质平台等工程均已建设完成。

记者在项目建设现场看到，皑皑白雪映衬下，彩色的集装
箱建筑靓丽夺目，纯实木的木屋建筑，古朴自然，目前已经完
成了建筑主体建设，工人正在运送装卸板材，安装木屋吊顶，
集装箱建筑内部装修也在紧张进行中，项目将在今年冬季完
成设施设备定制采购，2021年 6月正式运营。以传统文化为
主题的爱情谷主题公园项目，完成了草坪、花海、木栈道建设，
铺设了植草砖，完成了绿化树木栽植，设置了“爱情谷”“爱的
海拔”“一见钟情”主题石，建成观湖亭、守望亭、亲水沙滩，正
在建设登高望远亭、连心桥。

旅游产业综合实力持续提升
绥芬河市已启动服务领域培训行动，旨在通过多层次的

培训，提升服务软实力。目前已按照行业分管领域，对出租车
驾驶员、宾馆酒店餐饮业服务人员、旅游从业人员、各展馆讲
解员进行培训，全面提升旅游产业综合服务软实力。

挖掘边境元素和口岸符号，推动中东铁路小镇、旗镇温泉
小镇、时尚文化街区等旅游项目，开发具有绥芬河特色的纪念
品和伴手礼，评选绥芬河“十大网红打卡地”，让游客留下深刻
的“绥芬河记忆”，带走美好的“绥芬河纪念”。

住建、城市综合执法、两镇等部门，围绕景城一体化对全
市的城市环境和城市美化亮化抢前抓早开始工作。住建局对
历史文化街区的改造提升工程、城市美化亮化工作做到提前
谋划、提前设计。加大绿化亮化美化力度，对主城区 14处楼
体实施亮化改造，改造维修破损道路，新建和修缮5个城市广
场，新增 5处群众足球场，打造城市慢行系统，推动城市逐步
从“美化”到“文化”提质升级。城市执法局、两镇对城市综合
环境进行集中治理，深入开展铁路沿线、公路入城口城乡环境
集中整治，对旅发大会绥芬河分会场观摩路线周边和城市整
体环境进行治理、改善，确保全市的环境整体提升。

多角度宣传营造良好办会氛围
为了营造浓厚承办氛围，绥芬河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多

渠道、多层面的宣传推介。围绕旅发大会举办意义和惠民项
目进展等内容，在绥芬河融媒体中心公众号、广播电视等官方
媒体平台上设立“迎旅发大会 当发展先锋”专栏，拍摄制作短
视频，跟踪报道惠民项目进展情况。举办了爱情谷主题公园
图片展，原创歌曲《爱情谷的童谣》广为流传，宣传和展示绥芬
河的秀美风光。发动众多网红和新媒体主播走进各景点景
区，运用新媒体平台宣传推介绥芬河，提升绥芬河景点景区的
知名度和吸引力，为旅发大会举办营造浓厚氛围。

增添“绥芬河爆点”
为旅发大会预热

红花岭东北抗联主题小镇项目建设中。

组织引进的急需紧缺人才走访绥芬河相关单位，对当地经济发展结构深入了解。
中俄自驾游营地局部效果图。

绥芬河市每年招才引智活动都吸引众多大学生
关注，报名踊跃。 （本报资料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