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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交通先行，交通路
网越完善、交通设施越便利、公共
交通越发达，就越能推动经济发
展，百姓的幸福感就会越强。近年
来，平房区不断提升城市道路和交
通管理水平，通过打造“外联内畅”
的交通格局、建成“五纵四横”的骨
干路网、形成“一环、六纵、五横”的
公交线网格局，不断提升群众出行
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现在平房区的公交已经形成
了‘一环、六纵、五横’的线网格局，
所有小区 300米内均有公交服务，
绝大多数公交车都与地铁相衔接，
新能源公交占比93％以上，保障该
区居民公交出行高峰不挤、平峰有
座，车容车貌干净整洁，驾驶员文
明服务，整体服务水平在哈尔滨市
主城区中处于领先水平。”赵海涛
说。

同样，在区域路网建设方
面，平房区一直致力于打造
“外联内畅”的交通格局，

目前“五纵四横”的骨干
路网基本建成。2021
年平房区又实施了
韩家店立交桥续建
工程，该项目建成
通车后将大大提升
平房区东部路网承
载能力，解决哈五
路与哈南第二大道
道口的拥堵问题；
实施了哈南第十六
大道与京哈高速“四

改八”改扩建工程，通
车后京哈高速将与平房

区哈南第十六大道相连
接，有效打通平房区西部道

路对外连接；实施平顺街拓宽改
造工程，不但能够解决平顺街沿线
企业出行难题，还完善了平房区与
香坊区的路网连接，使平房区在哈
平路、征仪路、大连路三条南北走
向对外连接道路的基础上，又开通
了一条南北走向对外连通的高等
级道路；实施了三合路道路打通工
程，建成通车后，将形成平房区食
品产业园与香坊区三合路区域交
通路网连接，提升平房区东部区域
交通承载力。

在道路维修改造方面，近几
年，平房区一直在路网建设上狠下
功夫，在建设新道路的同时，对于
老城区原有的道路也在不断维修
和改造，不断提升道路平整度和完
好度，保障企业和市民安全舒适、
平稳畅通出行。全区共有217条道
路，目前城管部门已对84条出现破
损的路段进行了维修，维修行车道
面积 13.7万平方米。下一步，全区
将继续加强道路监管排查，发现问
题及时处理、及时修缮，严把道路
维修养护质量关，全面提升城市综
合承载能力。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韩丽平

老百姓的幸福感来自哪里？晒一
晒民生成绩单，答案不言自明。

实施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将城
市供水管网接入农村，年底前全区农
村居民将彻底告别饮用地下水历史，
1.5万人受益；投入2000多万元对全区
散落的单体楼进行合围，将559栋楼体
围合形成57个封闭小区；打造“外联内
畅”的交通格局，“五纵四横”的骨干路
网基本建成……生活质量提高了、居住
的环境变好了、交通也顺畅了，正是由
于哈尔滨市平房区委区政府不断加大
力度织密扎牢民生保障网，才让生活在
这里的老百姓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社会
发展带来的“民生温度”。

6月29日，经过9个月紧张的施工
建设，哈尔滨市平房区城乡供水一体
化一期工程通过初步验收，开始供水
试运行。自此，平房区平房村、黎明
村、哈达村、曙光村的居民，将告别地
下水开始使用城市自来水。年底前，
待二期工程结束，该区将率先在全市
实现城乡供水一体化。

通水后，记者第一时间来到哈尔
滨市平房区平房镇黎明村。村民舒景
荣难掩心中的喜悦对记者说：“如今，
我们也能喝上和城里一样的自来水
了，再也不用喝地下水了。自来水真
是太好了，水质清澈，水压稳定。”舒景
荣说，他今年 60岁了，喝过井水、地下
水，现在终于喝上了自来水，别提多开
心了！

“平房区城乡供水一体化一期工
程于 2020年 9月开工建设，目前一期
工程已将附近市政供水管网延伸到村
屯，新建约 2.7千米供水管线及 3处一
体化加压泵房。一期通水后，共有 4
个行政村 10个自然屯的近 9000人受
益。”平房区住建局局长赵海涛说，该
工程二期项目已经进入设计阶段，预
计 7 月份开始施工，力争年底送水。
待二期工程结束后，平房区的 11个行
政村、21个自然屯将实现城乡供水一
体化全覆盖，全区农村居民将彻底告
别饮用地下水的历史，近 1.5 万人受
益。

“水是生命之源，改善民生用水质
量，解决好城乡居民的用水问题，是平
房区民生实事重点项目之一。”哈尔滨
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哈尔滨市平房
区副区长黄晓伟说，长期以来，农村饮
用水水源以地下水为主，水源水质很
难得到保障，安全饮水成为农民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之一。
近年来，哈市平房区经济建设取得了
快速发展，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日益完
善，为彻底解决农村人口饮水问题，加
强农村供水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供水
服务水平，该区决定结合区情实际，通
过市政供水管网延伸建设，实施城乡
供水一体化工程，加强农村供水保障，
让区内农村居民喝上更好的水。

除了改善农村居民饮用水外，平
房区还对城市供水中存在的夜来水、
水压低、水质不达标等部分群众吃水
难问题持续发力。近两年，平房区改
造完成了 36处泵站，使平房区吃水难
问题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善和提升。

据 5 月份哈尔滨市生态环
境局提供的水质监测数据显
示，平房区曙光沟水质全线达
到地表水 3 类标准；曙光沟流
域、啤酒博物馆南侧绿地草丰
水美，部分区域的湿地景观已
经形成；何家沟平房段重新出
现了青蛙和鱼类，有时还能够
看到野鸡、野鸭的身影，听到布
谷鸟的叫声。如今，随着平房
区自然环境的好转，优美的水
系风光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市民
流连驻足。

“小城不大，风景如画。”多
年来，平房区委、区政府以百姓
需求为先，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巩固环境卫生整治成果，切实
提升百姓幸福指数。

在环境综合整治方面，
2021年 2月末，平房区启动春整
工作，4月 25日启动全区大扫除
活动，全区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居民普遍认可。在垃圾清理方
面日产日清，全力推进垃圾中
转站建设。垃圾分类入户宣传
率已达 93％以上，群众知晓率
逐步提升。在公园绿地提质方
面，平房区是全市绿化覆盖率
最高的城区，全区共有 12 座开
放式公园及近百条街路绿地。
5月 22日，全市首个新型室外智
能健身房在平房公园建成，并
免费面向市民开放。

同时，平房区还实施了何
家沟绿道及断点打通工程，并
结合老百姓的实际需求，增加
了过河便桥、栈桥、小广场、主
入口人行梯等独有的建设内
容。目前工程已进入收尾阶
段，该工程将使平房区谷丰东
街到松花路之间，何家沟两岸
绿道贯通，将何家沟带状公园
与合力同心园融为一体，将平
房区水系绿道系统向南部核心
区大幅度延展，独具特色的绿
道体系已见雏形。

为着力打造宜居公园城
区，平房区近两年已累计栽植
丁香近 3万株，将城区内原有的
脏乱差“死角”改造成了彩虹路
东西游园。平房区还将建设谷
丰东街东西游园，届时市民又
将多了一处健身休闲的场所。
目前，远近闻名的平房公园已
经成了该区的特色品牌，每到
周末假日，平房公园都吸引着
哈尔滨市民前来休闲散步。为
了提升市民的观赏体验，2021
年平房公园引进了 100 株七彩
荷花，与 300株四季荷花共同种
植在人工湖内，预计将于 7月末
绽放，相信届时会成为公园内
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十四五”
期间，该区将统筹优化布局各
类景观绿地系统，实现“300 米
见绿、500 米见园”，打造“产业
名城、花园漫城”特色品牌，提
升人居环境品质。

“对散落的单体楼进行合围、对符
合改造条件的老旧小区进行改造……
我们希望再用 2到 3年的时间，让平房
区所有的老旧小区旧貌换新颜，从而激
发老城区焕发新活力。”黄晓伟说。

据了解，平房区先有厂后有区，一
五时期苏联援建我国 156个重点项目，
其中有4个是在平房区，项目落地了，住
的人多了，就逐渐发展成为城区。后来
这 4个项目形成了现在的三大厂，也就
是哈飞、东安和东轻。目前平房区的老
旧小区大多数都是三大厂当年自建的
家属楼，这些楼基本都是散落的单体
楼，基础设施也不完善。

“对于这部分老旧小区的管理，我
们采取的措施就是投入 2000多万元对
全区散落的单体楼进行合围，按照方便
百姓、易于管理的原则，将559栋楼体围
合形成57个封闭小区，得到了老百姓的
广泛好评。小区封闭后，为下一步优化
物业管理打下坚实基础。”赵海涛说。

与此同时，平房区还大力推进老旧
小区改造工作。2020年开始，哈尔
滨市全面推进老旧小区改造
工作，对于2000年之前建
成的老旧小区国家投
入资金进行改造，
平房区老旧小区
大多是“三大
厂”自建的家
属小区，属
于“主辅分
离”项目，
在 当 年

“三供一
业”移交
中 已 经
进行过一
轮改造，
不符合老
旧小区申
报条件。经
过筛选全区
符合改造条件
的仅有十余栋。
2020 年，平房区已
申报了 5 栋楼，建筑
面积 2.56万平方米，涉及
326户居民。2021年平房区又
申报了 5栋楼，建筑面积 3.37万平
方米，涉及395户居民。

在改造过程中，平房区坚持以“老
百姓满不满意”为工作衡量标准，充分
发挥社区和居民代表的监督作用，积极
采纳小区居民的意见和建议。以 2020
年平房区改造的402库（道路队）家属小
区、联检小区为例，改造后的小区环境
提升了，物业公司引入了，房价保值增
值了，居民的幸福指数也大幅提升，这
也为平房区后续的社会基层治理创造
了良好条件。

此外，对于不符合申报条件的老旧
小区，平房区也积极向上争取政策，力
争将“三供一业”楼体纳入老旧小区改
造范围。日前，哈尔滨市已决定将“三
供一业”小区纳入2022年老旧小区的改
造范围，可以对这些楼体进行补遗式改
造，也就是以前没改过的项目可以改
造，以前改过的项目可以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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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齐民生短板 绘就幸福底色
哈尔滨市平房区大力推进民生工程纪实

平房区夜景。 本报资料片

绿树成荫。 本报资料片

南湖公园一角。
本报资料片

平 房 公 园
鸟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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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网四通八达。
本报资料片

村民舒景荣正在接自来水。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韩丽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