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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蕾
本报记者 刘亿服 董新英

佳木斯村民刘喜光狭小昏暗的
泥草房变成了宽敞明亮的砖瓦房；
困扰了市民刘海近十年的上下水
问题在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得到
了解决；959 个行政村的生活垃圾
得到处理……2020 年，佳木斯交上
了一份让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
不断提升的民生答卷。

要让城市生活更美好，基础设
施建设是关键。过去的一年，佳木
斯市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认
真落实“一年大变样、三年换新颜”
的总体目标，加快推进城市基础设
施建设，将改善人居环境作为城建
工作主攻点，下大力气解决市政道
路、燃气安全和城市供排水等领域
存在的突出问题，为打造更加开放
自信、生态宜居、文明和谐的现代化
区域中心城市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2020 年年初以来，佳木斯市住
建局大力实施路网优化工程，打通

“断头路”、拓宽“卡脖路”，高质量推
进路桥配套建设，改善城市交通环
境，缓解城市交通压力。全年新建、
续建先锋路、联盟路、长安西路、和
平街、中华路 5条道路，对杏林路等
13条道路的部分路段进行了整体罩
面维修、更换道板和边石，维修主次
道路 77 条、桥梁 3 座，拓宽道口 22
处。高标准打造中山街“美丽生态
文明”示范街路。会同各区维修巷
道 139条，城区主次干道维修面积达

到 6万余平米，有效改善了群众出行
环境。市政工程累计完成投资超 2
亿元，是近年来市政工程量最大、投
资额最多的一年。路更顺畅了，心
情更舒畅了，成为广大市民共同的
感受。

对于市民刘海来说，2020 年更
是他开心的一年。2020年 10月底，
刘海所在的向阳区兴煤煤机厂东小
区改造完成，完成整治改造后的老
旧小区，不仅整体环境得到显著提
升、治安防控更有保障、设施齐全，
居民生活品质也上了一个新台阶。
2020年，388栋楼房、2.9万户居民的
生活环境焕然一新，“小区改造完了
以后，屋子暖了，上下水通了，小区
到了晚上亮亮堂堂，老邻居们出来
散步聊天也有了好环境，这小区越
住越舒心。”新的环境让刘海高兴得
合不拢嘴。

为确保全市供热高质量稳定运
行，佳木斯市在 2020年完成改造供
热老旧管网 60公里，完成机组设备、
换热站、管网检修维护 893处、隐患
整改 43处，为确保冬季优质供热打
下坚实基础。

2020 至 2021 年供热期，佳木斯
市于 2020年 10月 8日提前 7天开栓
供热，让群众提前感受到了温暖。为
全面解决供热不达标问题，打通温暖
群众“最后一公里”，全市组织开展“访
民问暖”和“不热问题专项整治”活动，
排查走访 53106户，对排查出的 5387
户20℃以下用户，监督企业进行了整

改。在2020年12月26日~27日，佳木
斯市纪委监委组织开展的供热问题整
改“回头看”工作中，全市不热问题整
改完成率达到 90.6%，群众普遍反映
供热质量和供热企业的服务态度、服
务水平明显提高，满意率大幅提升。

“这个温度让我和老伴特别满意，入冬
以来更是觉得心里特别踏实。”家住向
阳区统建楼的宋宥彬说：“今年冬季虽
寒，但是室内温度却达到了二十四五
度，真正地住上了暖屋子，别提多幸
福了。”

通过佳木斯市“军之翼”退役军
人创业孵化专区这个平台，退役军
人姜波创办的企业最多的时候同时
和 30多个加盟商洽谈业务。他说，
他的人生迎来了一个新的起点。

家住前进区荣御家园的王彤见
证了佳木斯首座室外立体机械化智
慧停车场建造的全过程，困扰了居民
们许久的停车难迈出了缓解问题的
新步伐。他说，现在的日子越过越舒
心。

市民贾玉军通过高血压、糖尿
病门诊用药纳入居民医保，2020年
佳木斯市全面取消公立医院医用耗
材加成的新政策给他节省了将近
3000元钱的医药费。贾玉军说，他
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民生无小事，民生无易事。
2020年，佳木斯市委市政府始终把
民生实事作为头等要事，一件件民
生实事的“兑现”，让广大群众获得
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2019年7月，我省第一个社区级党史馆——红色九洲党史馆正式开
放。

红色九洲党史馆占地约350平方米，全馆以九洲社区历史脉络为节
点分为4个版块，详细介绍了佳木斯最早的党组织、佳木斯城镇的历史、
被誉为“东北小延安”名字的由来、今日九洲党员风采等。开放至今，各
级党组织参观学习121次，约2万人次。

商松林 本报记者 刘亿服摄

社区里建起党史文化馆

作为佳木斯市“东极之冬·赫哲神韵”冰雪旅游的重要项目之一，佳木
斯市奥林射击俱乐部正式对外开放。射击场总占地面积61420平方米，
集实弹射击、餐饮、会议场馆为一体，既是佳木斯市首家营业型射击场馆，
也是东北最大的专业射击场。

商松林 本报记者 刘亿服 董新英摄

本报讯（陈钰 记者刘亿服 董新英）
为满足市民日益增长的多样化出行需
求，佳木斯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大力发
展绿色公交和智能公交，不断推进城乡
公交一体化改造进程，努力提升公交服
务品质。

该公司加快新能源车更新步伐，高
效发展节能绿色公交。2016年至 2020
年，公交公司共更新 320辆纯电动公交
车和 132辆天然气公交车，市区所有公
交线路及改造完成的近郊线路全部实现
新能源及清洁能源车辆运营，结束了燃
油公交时代，已初步建成布局科学、生态
优良、清洁低碳、集约高效的绿色公交运
输体系。|

为有效推进佳木斯市一卡通互联互
通工作，让市民早日实现“一卡在手，畅
行全国”的梦想，该公司近年来相继投资
400余万元升级改造了公交智能软件系
统和车载刷卡扫码机具，2020年12月初
与全省 13个市（地）同步实现了全国交
通一卡通互联互通。在城区所有公交线
路实现了佳木斯城市通、微信、支付宝、
美团及银联闪付等多种移动支付扫码乘
车服务功能，乘客还可通过“车来了”手
机APP软件实时查询就近乘车的线路、
车辆行进位置等信息，通过“佳市行”和

“畅行佳木斯”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城
市公交各类便民服务信息，极大地方便
了市民出行。

在佳木斯市公交公司售卡大厅购买
公交卡的王女士说：“听说现在一卡通开
售，我特意前来购买，有了这张卡以后出
门坐车不用准备零钱，还能在别的地市
用，为百姓出行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方
便。”

现在，佳木斯市居民只需持“交通联
合卡”即可在我省地级以上城市及全国
300多个城市的公交、地铁和轮渡等符
合技术规范的终端上消费使用，真正实
现了公共交通一卡通跨地域、跨交通方
式的互联互通。

绿色智能新公交
出行环保更便捷

本报讯（潘秋什 宋洋 记者刘亿服）
为充分发挥电力数据在生态环境监测治
理方面的价值应用，推进生态环境治理
能力现代化，佳木斯市在全省率先与国
家电网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推
动能源清洁低碳转型，深化电力大数据
应用，构建绿色发展新生态。

电力大数据作为反映排污单位生产
状况的重要指标，近年来在推进生态环
境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生态环境质量
持续改善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佳木斯
市生态环境局与国网佳木斯供电公司重
点在生态环境监测治理、电力大数据发
展应用、政企合作模式创新发展及环境
污染行业诚信建设方面开展合作。

国网佳木斯供电公司方基于电力数
据，向佳木斯市生态环境局提供污染源
用电分析、区域污染源用电分析、重点行
业用电分析、环保设施用电分析、生态环
境应急状态用电分析结果或监测报告，
运用信息化和大数据技术，不断提升污
染监测防治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双方
建立了“生态环境+电力”可持续发展机
制和合作模式，依托双方业务、资源优
势，加强业务交流互动，挖掘更加广泛的
业务合作场景。同时，双方的合作加强
了重点排污企业环境违法、异常用电等
信息共享，发挥大数据和征信作用机制，
提高重点排污企业监测、评估和预警能
力，提升了重点污染企业信用管理和重
点污染行业诚信建设。双方共享大数据
融合，充分挖掘和发挥生态环境数据和
电力数据的潜在价值，不断助力佳木斯
市生态文明建设。

电力大数据助力
生态环境治理

□朱曼琪
本报记者 刘亿服 董新英

“红袖标劝导队”走街转巷助
力平安护航，网格员织密疫情防护
网覆盖社区村屯，“网格警务+智
慧安防”加强立体化智能化治安防
控，连续十年保持“全省平安市”称
号见证群众安全感……

2020 年以来，佳木斯市以创
建“全国平安城”活动为抓手，全面
提升平安佳木斯建设科学化、社会
化、法治化、智能化水平，为全市振
兴发展创造了安全的政治环境、稳
定的社会环境、公正的法治环境、
优质的服务环境，人民群众安全
感、幸福感、获得感稳步提升。

高位推动 全面覆盖
佳木斯市委成立了创建“全国

平安城”活动推进组，确定了10个
县（市）区和29家市直单位为创建

“全国平安城”活动成员单位，制定
了活动实施方案、项目计划表和任
务推进表，明确了“以创建活动为
载体、以综合整治为手段”的工作
思路，开展 15种平安创建活动和
12类综合整治。

通过线下组织宣传车、印发宣
传手册、悬挂标语进行社会面宣
传，通过线上组织开展平安主题教
育、法治微课堂等活动深化宣传效
果、扩大宣传覆盖面，积极拓展抖
音、快手、百度贴吧等群众关注度
高、浏览量大、使用率广的新媒体
宣传渠道，打造形成了“4+N”宣传
平台矩阵，进一步扩大新媒体宣传
覆盖面、影响力。

平安创建 形式多样
积“小平安”为“大平安”，才能

让群众的“小满意”转换为“大满
意”“真满意”。佳木斯以提升人民
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落
脚点，深入开展高标准、宽领域、大
范围、多层面的平安创建活动。

在广大家庭中开展唱响“平安
歌”活动，通过“理大姐”法律之窗
推送普法信息，开展“蒲公英”法律
宣讲活动……佳木斯市妇联深入
开展平安家庭创建，建立10个“平
安家庭”建设示范社区，为2.7万名
妇女提供了法律咨询，建立 120个

反家庭暴力接警中心，1个反对家
庭暴力庇护中心。

桦南县构建自治、法治、德治
“三治融合”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提出“六无”村（居）创建标准等做
法亮点纷呈。

深入开展事故预防“减量控
大”和“一盔一带”专项行动，建立
与常态化疫情防控相适应的警务
运行机制，全面开展“三打两控一
遏制”道路交通事故预防百日攻坚
行动，全年共查处各类道路交通违
法行为66万余起。

对已改造老旧楼房进行小区
封闭及加装监控设备，全市已建成
的21个智慧安防试点小区的深度
应用工作深入开展。

在平安家庭、平安交通、平安
物业、平安校园、平安医院、平安企
业等一系列基层和行业的平安创
建，佳木斯各部门、各行各业通力
合作、不遗余力。

重拳出击 综合整治
以全面推进平安佳木斯建设

为主题主线，全市持续开展综合
整治专项行动，加强重点行业、重
点场所和突出问题的排查整治。

在全面开展消防和安全大检
查方面，开展“九小场所”检查，检
查行业场所 4560家，发现火灾隐
患 478处。开展全市网约房走访
调研工作，加大对旅馆业管控力
度，共检查旅馆业经营单位（含留
宿浴池）23548家次，检查覆盖率
99%。开展流动人口、出租房屋
管理专项行动，累计外来人口登
记 68452人、流动人口登记 459496
人。加强特殊人群服务管理，对
重点人员落实了双向管控。对公
安部云端系统推送的涉嫌传销犯
罪案件线索，及时核查相关人员，
全年未发生传销案件。充分发挥
人民调解“七进”和个人调解室作
用，健全市、县、乡、社区调解室工
作室功能，深入开展涉疫情矛盾
纠纷排查化解，全市各级公共法
律服务中心（站）疫情期间办理法
律服务事务 765 件，排除调解各
类民间矛盾纠纷 698 起，受理法
律援助案件 292件，“12348”公共
法律服务热线累计解答群众法律
咨询 2470人次（条）。

佳木斯高标准多层面开展平安创建

连续十年获全省平安市

□纪世强 本报记者 刘亿服

2020 年是佳木斯市畜禽养殖屠
宰业爆发式增长的一年，汤原海南天
歌商品鹅屠宰加工项目、桦川精品土
鸭全链生产加工项目、郊区嘉裕农牧
蛋鸡标准化养殖及屠宰等项目相继
投产，既实现了粮食过腹增值，延伸
了农产品产业链、价值链，又助推了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发展。

在汤原县鹤立镇工业园区，每只
鹅的前端都连着养殖，后端连着市
场，从养殖、屠宰、冷藏、速冻、食品加
工、羽绒产业到销售，鹅吃的是秸秆
发酵料的“黄储”，而鹅粪又可发酵还
田促进作物生长，汤原县用“一只
鹅”打造出了带有循环经济特点的全
产业链条。

“2020年 4月份开建，8月 15日正
式投产，已达到日屠宰加工 1.5 万只
的生产能力。前些日子，一天收 1万
多只鹅，一边收一边屠宰，现在全县
的鹅都不剩啥了……”海南天歌牧业
有限公司董事长单坤介绍，这是一个
当年开工建设当年实现部分投产的

省百大项目。该项目总投资 3.3 亿
元，分两期完成。一期建设屠宰车
间、冷库、羽绒加工车间、污水处理车
间、消防泵房，二期建设饲料加工厂、
鹅血冻干粉厂、食品厂等。项目全部
建成达产后，预计年可屠宰加工商品
鹅 1000 万只，可实现销售收入 3 亿
元，年利润 3000 万元，税金 1250 万
元。间接带动全县群众年养殖商品
鹅 200 万只，年增收 4000 万元以上，
直接新增就业人员 200余人。

这个来自海南的项目，为何选择
落户汤原？单坤说，是基于北方养
殖鹅品质的考虑，“在北方养殖的
鹅，鹅绒质量更好，公司正在上马的
羽绒产业，优质鹅绒是关键。”汤原
县循环经济办主任王向前介绍说，
2019 年汤原县出台了大鹅产业发展
扶持政策，鼓励发展 5000 只以上的
大鹅规模养殖，全县大鹅养殖进入
快发展阶段。2020 年全县大鹅饲养
5000 只以上的规模养殖户达 66 户，
养殖量达到 84.59 万只，全县大鹅养
殖总量达 150万只。龙头企业带动，
实现大鹅县域内的屠宰和销售，为

汤原县做大做强优势特色鹅产业奠
定了坚实基础。

在佳木斯市郊区西格木镇民胜村
林场屯，嘉裕农牧有限公司的 60万只
蛋鸡标准化养殖及屠宰加工项目在
2020年 4月 1日开工建设。目前，8栋
养殖车间已完成，其中 4栋已有 20万
只蛋鸡养殖。该项目的建成可形成
存栏蛋鸡 60万只，约年产鸡蛋 1.8亿
枚；年产生物有机肥 2.6 万吨；年屠
宰、加工、冷冻食品 600万斤。可实现
年销售收入 1.5亿元，利润 1850万元，
税金 650万元，带动郊区 260人就业。

在桦川县，全县养鸭成为脱贫户
内生动力的源泉，目前该县共建设
鸭棚 141 栋，其中建设养殖小区 7 处
94 栋，分散建设 13 处 47 栋。全县所
有鸭棚已经全部完成扣棚，正在进
行棚内设施设备安装，预计 2月底前
全部建设完成投入生产，与之配套
建设的肉鸭屠宰场和饲料厂已经建
设完工。

通过政府引导、驻村工作队带
头，佳木斯市畜禽养殖引领越来越多
的农民走上致富路。

建设基础设施 改造老旧小区 解决供暖问题

兑现民生事 温暖百姓心

供热公司工作人员为住户清洗暖气。 甄雨兴摄

家禽养殖串起致富链条

蛋鸡标准化养殖蛋鸡标准化养殖。。宋洋宋洋摄摄

绿色智能公交车。 甄雨兴摄

道路维修现场。 赵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