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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浪漫雪城、生活印象”主题线路（市区板
块） 牡丹江旅游服务中心、1946文创园、东一中
俄风情街、朝鲜族民俗风情街、数字经济产业园

（服务外包产业园）、保税跨境商品展示馆、人民
空军老航校；

2）“镜泊飞瀑、渤海故国”主题线路（镜泊
湖—宁安板块） 镜泊湖景区、镜泊湖博物馆、小
朱家村、牡丹智慧科技馆、渤海上京国家考古遗
址公园、渤海唐风小镇景观区、上官民居；

3）“艺术小镇、林海雪原”主题线路（海林—
横道河子板块） 中兴村民俗风情园、中兴峰悦
自驾车营地、杨子荣烈士陵园、七里地生态民俗
村、东北虎林园、威虎山影视城、横道俄罗斯风
情小镇、林海雪原风景区；

4）“红色边城、异域风情”主题线路（绥芬
河—东宁—穆棱—林口板块） 中共六大历史资
料陈列馆、红花岭抗联主题小镇、爱情谷主题公
园、天长山中俄自驾游营地、国门景区、穆棱孤榆
树东北抗联密营教育基地、穆棱七彩花田、绥阳黑
木耳小镇、东宁要塞、林口八女投江遗址纪念馆。

本报讯（宫海波 黑龙江日
报全媒体记者 刘晓云）日前，牡
丹江市为 60余条街路重新安装
了 253座造型美观、特色鲜明的
街路牌，以此助力旅发大会，进
一步提升城市形象。

据介绍，与原有的街路牌相
比，全新的街路牌外观更加美
丽、醒目且容易识别。新街路牌

为上下结构，颜色采用简洁明快
的蓝色、绿色，不同方向的街牌
设置不同的颜色，有效指明主
路和辅路的方向；材质采用公
路高强度反光膜，夜间能够对
路灯和车灯产生自然的反光效
果，方便肉眼清晰看清名称，营
造安全、舒适、美观的市民出行
环境。

253座崭新街路牌亮相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
记者 刘晓云）近日，经过激烈的
比拼，牡丹江市十佳旅游形象大
使选拔赛复赛结束，决出“十佳
旅游形象大使”席位和旅游礼仪
大使。

据介绍，此次选拔赛是牡丹
江为积极推动旅游产业发展、加

大旅游品牌创建和宣传力度而
举办，以此提升城市形象，为力
争举办一届震撼精彩、生命力持
久的旅发大会而打造。大赛集
思想、内涵、艺术性、知识性及可
观赏性于一体，在各环节中，选
手们展现出了飞扬的青春、高雅
的气质和满满的自信。

“十佳旅游形象大使”出炉

本报讯（刘玥婷 黑龙江日
报全媒体记者 刘晓云）牡丹江
旅游纪念品展销中心日前落成，
对广大市民和游客开放。

据了解，为让旅游纪念品做
到有地方特色和代表性，牡丹江
旅游纪念品展销中心依托牡丹
江文旅纪念品大赛，荟集了优质

特色礼品、纪念品 5大类 114个
小类近千件商品，集中了牡丹江
全域 6县（市）、4城区旅游纪念
品的优质资源，是集旅游商品、旅
游文化、民俗风情特色、移动 5G
体验于一体的旅游纪念品展销、
体验中心，同时兼具朝鲜民族风
情街景区游客服务中心功能。

旅游纪念品展销中心落成

□文/摄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张雪地
省第四届旅发大会重点

观摩项目——1946 文创园日
前已全面完成改造提升，面向
市民开放。其中，东北地区最
大的沉浸式全息情景体验项
目——红城剧场被授予“牡丹
江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据东安区委书记张耀斌
介绍，1946 文创园是牡丹江
市承办第四届全省旅发大会
重点观摩项目，定位为工业遗
存体验地、民众休闲目的地、
文创产业新高地。文创园前
身是牡丹江十大厂矿之一的
木工机械厂，建筑面积 4.75万
平方米，有厂房 23 间。本次
改造计划对园区基础设施、业
态布局、文化植入进行调整升
级，突出文化核心地位。

走进 1946 文创园，扑面
而来的是厚重的文化底蕴和
强烈的现代气息相碰撞。古
铜色雕像与原牡丹江木工机

械厂的木工磨床、木工铣床组
合出以前工厂工作的情景；红
砖堆砌的拱形门走廊下，市民
悠闲地遛着弯；艺术馆里展映
着衣晓白连环画，人们在驻足
浏览。红城剧场里，红船、林
海雪原、火车站、客栈场景搭
建得惟妙惟肖，全息影像声光
混合出裸眼 3D 的效果，将那
段历史近距离地搬到了眼前。

据了解，红城剧场以传承
弘扬“红色精神”为宗旨，以东
北抗联《牡丹江保卫战》为背
景的沉浸式剧目为重点内容，
将成为牡丹江市红色爱国主
义教育的重要载体和平台，并
在开展革命传统教育、激发新
时代奋斗精神方面发挥重要
作用。

“目前已入驻中国神州机
器人、奥体国际健身、玛雅娱
乐工厂、胡同里音乐酒吧等驻
园项目 30 多个；白金级网文
大伽和著名画家等 20多人入
驻园区，催生了别具一格的牡
丹江文化现象，擦亮了享誉全
省的‘文创东安’特色品牌。”
张耀斌说。

1946文创园开园

上下联动 全力推动旅发大会项目建设

第四届全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是全省的盛会，省直各
部门和六大投资集团全力支持牡丹江筹办工作。牡丹江
市委主要领导主动汇报对接，各方面务实作为、主动服务，
形成了上下联动、左右互动的办会合力。省文旅厅、发改
委、交通运输厅、住建厅、自然资源厅等部门主要领导及班
子成员，密集带队实地考察、现场办公。省交投集团、省建
投集团在牡丹江设立专班协调项目，两大集团在牡丹江计
划投资超过 100亿元，目前已落地项目 13个、完成投资近
50亿元，正在推进项目 43个。

牡丹江精心组织承办工作，先后多次组织人员到省内
外办会城市进行考察调研，多方学习办会经验，并精心组
织承办工作，成立了“双组长”“双指挥长”工作机构，市委
市政府主要领导密集调研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全面开展承
办任务百日攻坚活动，10个县（市）区全力投入，积极打造
大会热点“引爆点”，近万名旅发大会志愿者积极投身相关
承办工作，切实形成了人人参与、凝心聚力、合力攻坚的浓
厚办会氛围。

牡丹江把承办旅发大会与发展全域旅游、促进乡村振
兴、加速产业转型升级和深化党史学习教育等工作紧密结
合，最大限度释放旅发大会的带动效益、发展效益和社会
效益。全市围绕发展旅发大会，总计推进项目 177个，总
投资 243.3 亿元；承办工作重点推进项目 42 个，总投资
104.7亿元（一期计划投资 84亿元），累计已完成投资 34.3
亿元；重点观摩项目 29个，总投资 31.7亿元，全部观摩项
目可于 7月中旬进入备检观摩状态。

主题确定“镜泊胜景·林海雪原”

牡丹江旅游资源富集、种类多样、品质优良，全国八大
类旅游资源在域内均有分布。牡丹江素有“中国雪城”美
誉，以举办旅发大会为契机，围绕“全季、全时、全域、全民、
全产业链”，加快优化旅游发展格局。大力发展全天候、全
季节旅游，做好“春赏花、夏纳凉、秋登山、冬观雪”四季旅
游文章，让人们时时处处感受到春季“气爽”、夏季“凉爽”、
秋季“神爽”、冬季“冰爽”的牡丹江。

本届旅发大会，牡丹江确定了“镜泊胜景·林海雪原”
的大会主题，以“欢腾牡丹江”为大会标识，“虎娃”“雪妞”
为大会吉祥物，立足建设全国一流的生态休闲度假旅游目
的地、夏季健康养生目的地、冬季冰雪旅游和东北红色旅
游目的地。

本届旅发大会牡丹江重点打造“四大亮点”：乡村振
兴，多维呈现；红色研学，创意延展；文旅融合、创新体验；
全域旅游，引领示范。承办“四大峰会”：第六届中国避暑
旅游产业峰会（文旅部主办）、中国夏季森林康养高峰论
坛（国家林草局主办，并将镜泊湖作为永久会址）、第四届

天鹅颐养经济走廊城市合作机制年会（民政部主办）、第
八届全国职业技术学院校长论坛（人社部主办）。确定

“一主+六辅”和“云直播”开幕式举办形式，拟定镜泊湖
为主会场，设湖区、宁安、海林、绥芬河、牡丹江市区等六
个分会场。目前，各主分会场呈现主题、展示内容正按计
划推进。

牡丹江市围绕“享美食、游美景、住民宿、购特色和感
受美好生活”五大消费主题，组织开展了“十佳文旅品牌”
评选活动。目前各项工作正在积极推进中。“十佳文旅品
牌”评选活动促进了全市文旅产业转型升级，也为第四届
旅游产业大会营造浓厚氛围。

主题鲜明 重点打造29个文旅项目

牡丹江精准把握疫情影响下旅游市场新特点和游客
消费诉求新变化，打造主题化、升级版、龙头型的旅游产
品，围绕五个分项主题，重点打造了 29个文旅项目。

推出了红色经典产品——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和建党
100周年，积极推进 35个红色文化景区景点和主题场馆提
升建设。

推出了乡村振兴产品——着眼培育乡村振兴新亮点，
强化农村特色产业、田园生态和民族民俗风情等元素植
入，加快提升乡村旅游规模和效益，为乡村振兴提供内在
支撑。

推出了文旅融合产品——强化文化铸魂，依托地域丰
富的历史、民俗、红色和现代生活等文化资源，全面加速文
化元素与全域旅游产品的融入结合。

推出了科技赋能产品和品质提升产品——发挥科技
手段对旅游产品和服务的提升作用，通过展示形式、服务
方式、沉浸体验的创新，提升旅游管理、服务和产品的数字
化水平，增强全域旅游的体验性、新颖性、便捷性。

借势发力 全面推动旅游产业转型升级

牡丹江按照省委省政府“办会兴城”“立标打样”的部
署要求，坚持高标准高质量、举全市之力承办一届“不一
样”的旅发大会。

推动全域旅游发展。牡丹江把承办旅发大会作为发
展全域旅游、促进乡村振兴、加速产业转型的重要抓手来
抓，全面落实全域旅游规划，强力推进三年行动计划，重点
推动了一批观摩项目建设，让镜泊湖、中国雪乡等一批原
有的知名景区加快焕发生机，让林海雪原风景区、中兴峰
悦自驾车营地等爆款新产品提升旅游热度，推动全域旅游
发展迈上一个新台阶。

扩大了对外交流合作。借助承办旅发大会契机，牡
丹江市与汉雅星空、华侨城集团、正威集团、多维集团、
哈电集团等一批企业开展战略合作洽谈，并且成功举办
了牡丹江·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项目合作签约会等大型招

商活动。
提升了城市形象品位。通过实施“迎旅发大会、创

建文明城”城市形象提升行动，牡丹江市民日益感受到
身边的变化：接续实施城乡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和形象提
升工程，快速推进市区 299万平方米老旧小区改造，集中
改造提升人民公园等 18个公园，新建一批口袋公园和雕
塑小品，实施“一带”亮化、“两园”提升、多节点美化彩化和

“6桥 6路”整修工程，鹤大高速牡丹江至黑吉省界段和绥
满高速海林至尚志段罩面工程按计划进行。

结合承办工作，牡丹江实施“人才兴旅”工程，与清华
大学等 20所高校共建人才工作站，与哈工大合作建立 6个

“头雁”团队工作站，与深圳大学共建博士后流动站，在哈
尔滨设立人才工作联络办公室；统筹谋划“后旅发时代”长
远发展，在市场机制引入、产品长效经营等方面积极探索，
精心打造具有牡丹江特色的旅游品牌，全力为全省旅游产
业高质量发展“立标打样”。

借助承办第四届全省旅发大会的有利契机，牡丹江文
旅产业回暖复苏。今年“五一”假期，全市城市周边乡村游
呈现爆发式增长，5天接待游客人数、旅游总收入较 2019
年同比分别增长 242%、367%。截至 5月底，全市共接待游
客 597.38万人次，同比增长 390.78%；旅游总收入 40.06亿
元，同比增长 369.09%。

围绕承办第四届全省旅发大会，总计推进177个项目，总投资243.3亿元

牡丹江旅游借势出圈正当时
□张树永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晓云

盛夏时节，走在牡丹江市内广场、公园，处处看到鲜花奕奕、绿草茵茵。目前，全市已完成草花栽植63万株。
鲜花姹紫嫣红，喜迎八方宾朋。8月初，第四届全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将在牡丹江市召开，按照“举办一次旅发大会、提升一个大会

承办地”的总要求，牡丹江市把旅发大会作为晋位争先、振兴发展的历史机遇，努力办一届“特色鲜明、创新创业、近悦远来、兴市惠民利
企”的文旅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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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摄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雪地

“哇！快看！是油菜花田！”9日，刚从大巴车上下来的游客兴奋地奔向美丽的油菜花田，拍照留念。
这里是穆棱市孤榆树东北抗联密营教育基地，夏日的孤榆树景区油菜花迎风微摆，山间栈道人

头攒动，一辆辆大客车载着游客来到这里。

1946文创园。

红砖复古造型。

红城剧场一角。

林间栈道。

村口东北抗联密营地广场。

村口。

海月湾。

陈列馆一角。

喀秋莎火箭炮。

油菜花田。

日前，孤榆树东北抗联密营教育基
地景区和海月湾欢乐水世界景区两个国
家 AAA级景区在这里召开联合推介会，
省内 56家旅行社参会。

据介绍，孤榆树景区已引入专业团
队运营管理，依托厚重的红色文化背景，
围绕建党百年和开展“党史教育”，景区
开发了红色培训产品；围绕重温入党誓
词，开设主题党日产品；围绕爱国主义和
革命传统教育，开发了青少年研学产品；
围绕企业团建，研发拓展训练产品；围绕
感恩、自律、培养完善的人格和良好的生
活习惯为目标，研发了亲子教育产品；围
绕国防教育和综合素质教育，研发了少
年军校产品。六款主营产品各具特色，
可满足不同受众群体的需求，受到旅行
社及广大自驾游爱好者的广泛关注。

记者看到，景区内各基础设施和配
套工程错落有致，整体风格一致。游客
服务中心、特色民宿、培训和拓展基地以
及采摘园、植物迷宫项目正趋于完善，这
里还建有栈道观景、老场院、烤烟炉、粮
囤、步行桥……

“我觉得这儿非常有潜力！规模大，
设施齐全！”游览一圈后，来自牡丹江市
春秋旅行社的王小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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焕然一新的孤榆树村里，有李延禄救
国军团部、李范五旧居、吉东特委、中共遂
宁中心县委、田家大院国际交通站、21号
界碑、抗联密营群、穆棱英烈旧居群、红星
广场、密营小路、将军泉等遗址遗迹还原。
村内的街路，以“游击队路”等名字命名。

路边招展的红旗，复古的黄土坯草房、
篱笆院，令游人只要推开一扇门，就会来到
一个小型的展览馆，一段抗联历史就会展
现在眼前。抚摸泛着黑色的老衣柜、烟台，
贴近革命英雄战斗生活过的地方，似乎能
够感受到当年抗联战士的余温，仿佛英雄
们刚刚离开这里奔赴战场……耳边有激昂
的音乐声响起，人们也忍不住一起哼唱，全
身心融入那段英雄历史。

据穆棱市城投公司王伟介绍，穆棱是
国家一类革命老区，是一座坚持抗战 14年
从未中断、中共党组织屡遭破坏又顽强重
建的英雄城市，是东北抗战的一个缩影。
今年，牡丹江市委市政府投入 3000 多万
元，在有着“东北抗联文化第一村”之称的
孤榆树村，整合红色资源，深入挖掘具有代
表性的历史人物和重要遗址遗迹，恢复重
建 12处已经灭迹的革命旧址，集中展示抗
联文化，集中表达民族情感，再现艰苦卓绝
的斗争画面，再现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难
面前领导东北人民，在生与死、血与火的磨
砺中熔铸成的伟大的东北抗联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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