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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宁安市渤海镇上官地村
稻田小火车项目现场，挖掘机挥
臂作业，翻斗车来回穿梭，工人
们正在紧张忙碌施工。

路边田两根一排的钢管格
外引人注意。“这是我们稻田小
火车的基座。”项目现场负责人
介绍，这个项目利用稻梗和干渠
进行铺设，采用钢架悬空式设
计，铁轨宽度外径 75厘米，内径
35厘米，沿途设有观光站点。一
期轨道基础铺设完成 2.4公里，
预计5月中旬建成投入使用。

“旅发大会项目建设已进入
关键阶段，宁安市作为大会‘南
线’景区重要观摩点，积极推进
唐风小镇景区建设和周边基础
设施提升，各精品项目的建设全
力提速。”渤海镇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截至目前，小镇游客服务
中心、玄武岩水稻种植观光项目
已完成设计方案；唐风民宿展示
区已完成20户民宿改造，小朱家
村25户民宿正在改造中；稻草公
园已经移居新址，正在进行规划
设计。

在推进省旅发大会项目过程中，牡丹
江市各级领导干部积极做项目的“信息员”

“联络员”“服务员”“战斗员”，为企业和项
目提供“店小二”“保姆式”服务，推动旅发
大会项目建设提速提质提效。

为了保项目建设质量，抓进度，横道河
子文化艺术主题街区提升项目负责人于敏
几乎住在镇上；海南朝鲜族乡乡长金勇春
每天都到中兴营地项目现场，跟项目负责
人沟通，看进展、问需求。牡丹江实施重
点项目市级部门+县（市）政府“双牵头、
双负责”的推进机制。围绕项目开工率、
投资完成率、资金到位率和竣工投产率，
成立专班、盯紧跟牢，严格落实“专班+首
席服务员+联系领导”项目全程包保制
度，采取现场调研、现场观摩、现场办公等
方式，及时解决用地规划、建筑规划、施
工、验收等项目建设各环节难题，做好要
素赋能，加大政策兑现力度，全力确保项
目建设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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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9日，在牡丹江市开发区服务外包产业园建设工地上，工人紧张地进行焊接，各标段作业有序进行。
“我们3月1号复工，正在安装室内消防喷淋、屋面避雷装置，即将进入内部装修工程施工阶段。”项目技术

负责人介绍，预计6月初将完成首批2000座席入驻装修节点目标。
牡丹江服务外包产业园是牡丹江承办第四届全省旅发大会的重点推进项目，也是省百大项目之一。自开

工建设以来，项目建设单位积极优化施工方案，持续加大人力物力投入，开启24小时连轴转的建设模式，确保
工程按期高标准完成。

“能开则开、能早则早、能多则多、能快则快。”“十四五”开局之年，牡丹江以“开局即决战”的奋斗姿态，以承
办第四届全省旅发大会为切入点，把心思和精力凝聚到狠抓落实上来。抢时间、提速度、全力冲刺，已成为了各
项目建设点的主要旋律。

4月12日和13日，乍暖还寒时节，记者来到第四届省旅发大会部分景区提升项目建设工地探营。

室外，工人们在切割木
料；室内，建筑装修已见雏形。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
是横道河子镇原来的油画村，
现在我们把它改建成了文化
艺术主题街区。”海林市横道
河子文化艺术主题街区提升
项目负责人于敏指着几栋俄
式建筑说，前面的房屋原来是
油画村的剧照馆，现在正在改
建成俄式餐厅。“未来这里将
有专业的俄式餐饮厨师给广
大游客提供正宗的俄餐。”

俄式餐厅的后身，有一栋
二层楼，据介绍原来是闲置
的，现在改造成了高标准的民
宿。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民
宿内的卫生间瓷砖已经贴完。

在横道河子镇著名的老
教堂正对面，一栋闲置多年的
二层楼也在改造中。“一楼是
整个街区的游客服务中心，包
括一个高标准建设的洗手间，
还有超市、水吧。”于敏说，“二
楼我们把它改造成文创工场，

可以解决近百名本地妇女的就业问题。
旅发大会的伴手礼将在这里诞生，我们
的设计人员去年 11月就组建团队开始
设计，现在一期的样品已经都出来了。”

横道河子文化艺术主题街区改造本
着“尊重历史，复原生活”的总体原则，复
原带有原味印记的古镇元素，用新手法
还原老横道俄式业态和生活元素，加入
新内容，使得原乡的横道生活与现代都
市时尚生活元素相碰撞。

“以前油画村的油画展区就是单纯
做油画展，现在我们把它提升改造以后，
一方面增强了展区的品质，另一方面就
是增加更多的互动功能。能让孩子们还
有青年学生有更多的手工体验，更多的
参与感。”于敏介绍，除了餐厅、民宿街
区，还包括 7号木屋广场、俄式香肠工
厂、面包坊、酒吧、咖啡厅，“印象林海”

“雪原”、酒博物馆等18种文化业态。“我
们的改造从去年 12月份开始，冬天冷，
施工的时候在室内都生着大火炉，现在
一期工程已经接近尾声。”于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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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牡丹江市区沿牡海公路驱
车14公里，就来到西安区海南朝鲜
族乡中兴村。

进入主入口大道，右侧就是在
建的中兴营地·民宿酒店项目，这
是第四届旅发大会的核心观摩项
目。

近处，车辆来往，工人们正在
两座大楼间紧张施工。远看，等待
放水的近 8000平方米人工湖土体
已完工……站在项目入口处，一个
硕大的圆形水泥底座吸引了记者
的注意。

“这是一个接待中心，地面上
建设半个‘琴鼓’造型，跟水中的倒
影‘镜像’成一个完整的朝鲜族‘琴
鼓’造型。”项目现场负责人告诉记
者，整个项目投资近亿元，以特色
住宿、精品美食、琴鼓中心、草坪婚
礼、亲子乐园、房车营地、运动体
验、文化雕塑为八大特色项目，以
旅游度假、亲子研学、文化交流、会
议会展、体育休闲为五大服务板
块。

中兴营地·民宿酒店项目今年
1月12日奠基，1月16日正式破土动工，截至
4月8日，仅用了80天项目主体完成了封顶。

最冷的时候施工怎么办？项目负责人
说，他们在项目主体建设现场罩了一个大罩
子，在里面生火炉。“加班加点，我们硬是让
一个月从 30天变成了 45天。不抢时间就干
不出来。我们工人从开工到现在，就大年三
十和初一休息了两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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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营地项目建设现场。

渤海唐风小镇小火车建设现场。

推动省旅发大会建设项目加速跑
记者探营建设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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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摄 张树永 本报记者 刘晓云 高明

横道河子文化艺术主题
街区提升项目现场。

□文/摄 本报记者 刘晓云 高明

“之前孩子一直说这边环境不好，让
我过去跟他们一起住，可我舍不得老街
坊老邻居。现在再也不用纠结了。”看着
整体联片拆除了棚厦的大院，牡丹江市
西安区“27号院”小区的居民赵继春在
这里住了 40多年，他感慨地说，居住环
境变好了，自己心气儿也顺了。

“27号院”小区始建于上世纪 70年
代，由4栋单体楼组成，共有居民257户，
院内有配建棚厦 183处，占地近 1000平
方米。立新街道党工委书记陈晶告诉记
者，由于建筑年代久远，棚厦顶部散落大
量垃圾，人居环境较差，社区每年也投入
大量人力、物力，但院落环境始终没有得
到有效整治。

“棚子也漏水，一到就下雨天你根本
走不了，就得穿靴子。”赵继春说。

“那些棚厦顶部还有很多垃圾，不光
不好看，安全隐患也大。”一旁的居民陈
立志说。

“今年全省旅发大会在牡丹江举办，
区委区政府尝试将文旅项目建设和改善
居民生活环境充分结合。”陈晶说，“考虑
到‘27号院’现有基础和周边特色小吃
集聚的优势，决定将‘27号院’打造成有
七八十年代特色的文创园。”

现状错综复杂，改造从何下手？老
旧小区改造，了解百姓需求是关键。

今年 3 月末，西安区抽调立新街
道、社区 30名精干力量，化身“施工队
长”，逐户走访联系居民，认真倾听民
意。“施工队长”们共搜集意见建议 51
条，通过积极对上沟通、多方咨询，及
时做出回应，群众理解配合程度不断
提高。

“这样的好事儿我得带动大家配
合。”赵继春发挥老党员的作用，联合
社区的其他党员、优秀网格长和群众中
积极分子开展正面宣传引导。“通过邻里

‘一带一’‘户联户动’，大伙儿很快都同
意了。”赵继春说。

“我们还借助常态化疫情防控网格
管理的数据基础，通过早晚集中入户及
公安数据对比，迅速摸清172户常住户、
85户空房户家庭信息及配建棚厦归属
情况，统一编码，逐户确认。”陈晶说，183
处配建棚厦仅用了一周时间就实现了整
体联片拆除，并对 7处非配建棚厦和 15
处历史遗留违建全部拆除。

“听说区里正聘请专业团队设计，我
们这‘27号院’要新建品茶室、画廊、演
艺舞台啥的，老期待了。”赵继春说。

街道干部当“施工队长”

解决“27号院”
老难题

在现场我我

整体联片拆除了棚厦的“27号院”。

4月13日，牡丹江至海林城际公路（牡海
城际）绿化提升工程现场，来自牡丹江市交通局
的工作人员，在大机械配合下全力推进工程建
设。该工程全长14.2公里，重点对9.5米宽中央
分隔带12万平方米进行高标准绿化，包括开挖
并铺设表土等工程。

一期栽植樟子松、紫叶李、花球、五角枫等
优质苗木7600余株，工程造价2707万元。预计
7月中旬，包括回填等工程基本完成。

张春祥 本报记者 高明摄

牡海城际公路
将美成绿色走廊

本报讯（记者高明）牡丹江市通过扎实开展
“清赖行动”专项整治、营商环境投诉举报案件
受理办理，着力打造有赖必清、有诉必申、重商
践诺的营商好环境。目前，全市梳理甄别政府
性存量债务 1005项，涉及金额 206078.72万元，
完成比例 100%，2020年无新增失信违诺事项，
成为全省第一批次清零的市（地）。

据了解，牡丹江不断完善投诉举报制度，畅
通投诉举报渠道，制定了《牡丹江市营商环境通
报约谈实施办法》《牡丹江市重大损害营商环境
案件挂牌督办制度》《牡丹江市营商环境监督测
评点、特邀监督员制度（试行）》，聘请10家企业
（项目）负责人为营商环境特邀监督员，建成由
全市40名环境监督员组成的工作队伍；设立了

“12346”营商环境投诉举报专线，自开通 12346
以来，仅 2020年就接到电话 1053次，建立一口
接入、实时推送、当即处理、限时反馈的服务机
制，确保所有问题精准对接、有效处理。

1005项
政府性存量债务清零

本报讯（记者高明）牡丹江市在常态化疫情
防控下，着力优化网络招商工作方法，持续加大

“不见面招商”力度，一季度，全市各地举办招商
推介会和签约活动 63次，共签约 93个项目，总
投资额169.94亿元。

今年一季度，“2021牡丹江—12个省市自
治区和香港特别行政区企业家网上视频推介会
暨项目签约仪式”举行，会上共签约31个项目，
总投资额 121.35亿元；开发区举办 6场项目签
约仪式，共签约11个项目，总投资额22.9亿元；
西安区举办18场项目签约仪式，共签约28个项
目，总投资额8.76亿元，同时利用好信云平台举
办4场推介洽谈会等。

63场招商推介会
签约93个项目

本报讯（记者张雪地）今年一季度，牡丹江
市（含县区）新设立企业 1249 户，同比增长
51%。截至 3月底，全市（含县区、开发区）共有
市场主体188414户，其中企业38371户。

据介绍，随着防疫进入常态化，市场逐渐回
暖，开办企业的需求随之增大，新设立企业数量
快速恢复并实现较快增长，尤其2月份，同比增
幅200%。从行业结构看，全市新设企业投资行
业排名前5的分别是，批发和零售业、商务服务
业、建筑业、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制造业。

牡丹江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有效激发了市
场投资创业活力。目前，全市企业注册实现
100%电子化，线下办理清零，推动企业开办时
间压缩至 1个工作日。今年，牡丹江进一步压
减办事环节时限，实现办理要件、环节和时限再
精简压缩10％。

一季度
新设立企业1249户

□文/摄 李学斌 本报记者 张雪地

12日，在牡丹江综合交通枢纽项目
施工现场，工人们克服大风天气和骤然
降温的天气，多个工程同时作业，各个
施工点作业有序推进。

据了解，由于牡丹江综合交通枢纽
（公铁联运中心）项目工期紧、任务重，
2020年 11月 5日开始采取了冬季施工
措施，经过两个多月的冬季施工，为目
前进行的内外装修和室外配套工程等
施工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3月1日，在保障做好枢纽项目施工
质量、安全和疫情常态化工作的前提下，
该项目全面复工。中铁二十二局牡丹江

综合交通枢纽工程部长朱瑞琦介绍说，复
工后，施工单位抢抓有效施工节点，合理
安排工序，全力压缩施工工期，力争7月底
完成施工，确保旅发大会前投入使用。

“当前施工现场所有建设人员全部
放弃节假日休息时间，只为早日高标准
高质量完成项目建设，全力提升牡丹江
交通服务水平，在旅发大会时展示牡丹
江全新形象。”朱瑞琦说，项目建成后，
公铁联运中心可最高聚集人数达 4000
人，为国家一级客运站，可实现火车、客
车、公交车、出租车之间的一站式“零距
离”换乘，为旅客出行提供更加便利、快
捷的交通运输服务。

①②①②均为施工现场。

““公铁联运公铁联运””77月底完工月底完工

新闻集装箱集装箱

本报讯（郝昭鹏 记者刘晓云）日前，牡丹
江“诚信一条街”项目正式启动，东安区东一步
行街作为全市商业聚集、人流密集的市中心地
段成为首批“码上诚信”试点。

据介绍，在试点商业区，消费者扫描商家
悬挂的“码上诚信”即可查看市场主体信用状
况，并对其服务情况作出评价，实现信用信息
移动端展示、归集、评价和预警功能，推动市场
主体和消费者互信共信，不断提升龙江企业信
誉和知名度，唱响“信用有价”。

为配合“码上诚信”项目推进，牡丹江同
步开展市场规范治理专项行动。并以创建

“诚信一条街”为契机，将“码上诚信”逐步推
广至全市范围，选取更多重点商业集中、人
流密集区域作为试点，引领更多的市场主体
积极申请赋码。

东一步行街成为
首批“码上诚信”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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