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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林市海烟路、子荣街绿化提升改造项目

横道河子东北虎林园
游客服务中心项目

海林市人民大街、高铁北站新建绿化项目

牡丹江师范学院16号学生公寓

海林市城市
环境改造项目

海林市道路修补项目

文旅小镇公用与基础设施提升工程
建设项目（一期）一标段

文旅小镇公用与基础设施提升工程
建设项目（一期）二标段

宁安市主城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遗址公园

宁安市遗址博物馆维修及环境整治项目

宁安市渤海镇基础设施
改造及环境整治项目

宁安市渤海镇旅游
服务中心项目

宁安市主城区绿化项目

西安区
人民公园优化提升一期工程

阳明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东安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西安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海林市市政设施提升项目

省道伊牡公路（s207）牡丹江至海林段
桥涵改造及绿化提升项目

牡丹江市承办“旅发大会”城市更新
改造项目（一标段）工程施工

镜泊湖景区风貌提升

旅发大会牡丹江两岸及市区环境基础
设施提升改造

杨子荣广场优化提升

牡丹江市沿江照
明设施提升改造

牡丹江市空军
老航校启航广场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宁安市
档案馆新建工程项目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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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牡丹江市东安区东兴小区老旧小区
改造的施工现场，一辆吊车正在拆除楼顶的
设备，为接下来的屋面防水施工做准备。

“东兴小区建成于 1996年，包括 3幢多
层和 2幢高层，其中 2幢高层为 23层，建筑
总高度达到 74米以上，是我省第一例老旧
小区改造中的高层改造，施工难度较大。”黑
龙江省四建公司总经理助理、牡丹江项目总
指挥房建说，现场采用了300吨汽车吊配合
倒运吊篮装拆及屋面防水改造的材料运输
和垃圾倒运。

房建说，为了顺利完成改造任务，技术
上高层改造通过安全鉴定、技术方案多方
多次开会讨论研究，攻克施工中遇到的各
项技术难题。施工上为了满足高空剔凿过
程中的安全需要，我们延楼本体边缘向外
侧 15米范围内进行水平防护，同时封闭了
一条机动车道，在水平防护网上铺满棉被
防止坠物飞溅。为了防止剔凿碎屑飘散、

坠楼对楼本体外墙面进行小块拆除，对吊
篮三面进行封闭处理，临墙一侧用毡布做
水平兜网将建筑垃圾收入吊篮内重复倒
运。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恰好遇见东兴小区
业主委员会的负责人来送锦旗。“就像锦旗
上写的，精工细做质量优，民众满意口碑
佳。”业主委员会负责人说，以前我们小区高
层屋面长期漏水，并有违建建筑物，外墙是
瓷砖的，年久失修存在安全隐患，此次旧改
把屋面违建拆除，重新做了防水施工，解决
了常年困扰的问题。瓷砖外墙也全部刨除，
粉刷后的外立面简单大气，大家的居住环境
有了很大提升。

“此次高层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我们秉
持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的理念，有
效改善了老旧小区居民居住条件，增强了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同时还积累了
高层旧改的成熟经验。”房建说。

探营旅发大会

建投集团助力牡丹江巧换华丽新装
□文/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孙铭阳 摄/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郭俊峰 荆天旭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张春雷

驱车前往海林市横道河子文旅小镇，群山
环绕之下百余处俄式建筑鳞次栉比。“请问机车
库怎么走？”是前来观光的游客们问得最多的问
题。电影《悬崖之上》上映后，机车库作为取景
地之一成为人们争相打卡的地方，始建于 1897
年的横道河子小镇也热闹了起来。

“横道河子小镇是我国历史文化名镇之一，
所以在施工过程中，我们尽量做到修旧如旧，保
持历史原貌。”建工集团五建公司横道河子项
目部负责人张子松说，我们从 3月份开始进行
设计，对小镇内的道路进行改造、绿化以及整体
基础设施的提升，目前工程已经基本完成。

小镇内的俄罗斯老街上坐落着100多座俄
式民居，黄白相间的建筑风格,使得建筑看起来
美观大方。经年风雨使得墙体脱落，甚至存在
一些安全隐患。本着要真真正正为百姓留下一
些实惠的原则，项目部在施工过程中从选材用
料到细节都十分考究。“在做墙体粉刷的时候，
我们会注重保温性能，真正惠及百姓。”张子松
说，我们还对小镇内的道路进行了改造，主街两
侧原有的步道板全部拆除重新铺设，道路两侧
进行了绿植栽种。

“此外我们还进行了包括座椅、花箱、垃圾
箱、路灯等在内的基础设施安装。以座椅为例，
为了让当地百姓以及游客有更好的使用体验，
我们选择了更加舒适的木质长椅。”张子松补充
道。

漫步在改造后的文旅小镇内，土地平旷，屋
舍俨然。“以前一到下雨天路面十分泥泞，出行
困难，现在就不一样了，改造后的小镇让我们感
到幸福感十足。”在镇里居住了一辈子的老居民
对此赞不绝口。

在距离文旅小镇不远的横道河子东北虎
林园，一幢崭新的游客服务中心已经施工完
毕，目前正在进行室内保洁以及室外广场透水
砖的找零工作。建成后的游客服务中心集售
票、接待、纪念品售卖、医务、警务、消防等功
能于一体。

“该游客服务中心由黑龙江星海建设工程
发展有限公司承建，建筑面积 1655平方米，主
体结构为钢结构，外墙采用LOW-e玻璃幕墙，
屋面局部采用采光穹顶。”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海
林市横道河子镇东北虎林园游客服务中心项目
负责人邹福山说，建工集团星海公司于今年 3
月组织建设队伍进场施工，由于项目建设地点
位于山区，初春夜间气温还都在零摄氏度以下，
五六月份有集中降雨情况的存在，施工难度和

成本大大增加。为了能按期交付业主顺利召开
旅发大会，施工高峰期时，现场施工人数近200
人，挖掘机、汽车吊等大型机械设备 12台同时
施工。

此外，游客服务中心还配套建设有5200平
方米的室外停车场，可供停放 300~400辆私家
车。“基础配套设施的完善是旅游业发展的前
提，游客服务中心项目的建成将极大程度助力
旅发大会召开，带动区域整体发展，所以我们施
工管理人员在施工过程中，明确建设使命，团结
一致，确保高标准、高质量如期完成各项施工建
设任务，展现建投集团国企担当。”邹福山说。

在宁安市有一座神秘的小镇——渤海镇，
这里是唐代渤海国遗址，史称“海东盛国”。

为了通过第四届黑龙江省旅发大会宣传渤
海镇，渤海上京遗址博物馆维修及环境整治项
目提上日程。“该项目投资1450万元，包括博物
馆展厅原有墙体及饰面层拆除、屋面防水、保
温、库房和办公室屋面平改坡、通风、消防、给
水、排水、强电、采暖、安防等分部分项工程和周
边环境改造等，工程已于近期全部完工。”建工
集团四建公司宁安分公司经理刘富军说，我们
按照建设单位要求对博物馆展厅内的参观路线
进行了重新规划和深化设计，使得空间利用更
加合理，在石材上采用了当地的玄武岩，既环保
又实用。考虑到博物馆的特殊功能性，省四建
公司在施工中选择了新型环保材料以及A级防
火保温材料，确保工程质量，也最大限度保障文
物安全。

“渤海立国，始自唐代，所以在博物馆的整
体改造上采用了仿唐风格，馆内部分柱子、墙面
采用红色，与灰色搭配显得古色古香，别具大唐
风韵。”刘富军说。

此外，在外观上，省四建公司通过整体美化
绿化、馆前广场微地形建设、导语牌系统安装、
修整基础设施、安装亮化设施等方式，对博物馆
外部环境进行了全面改造提升。

距离博物馆不远的地方还有一处上京龙泉
府遗址公园，省四建公司也对其进行了改造。

“我们对景区内原有木栈道维修、打磨抛光喷
漆，原设计玄武岩环路及各殿遗址上的观景台
均改成新建木栈道，并与原有栈道衔接，午门前
停车场重新铺沥青划线。”刘富军说，同时还对
各殿间空地进行景观绿化，考虑到地下文物保
护因素，不能向下挖，只能在原有地面基础上回
填土夯实，再进行绿化，最终实现绿化面积 2.1
万平方米。

傍晚时分，来到牡丹江市人民
公园，很多百姓在这里观赏荷花，还
有三五成群的孩子嬉戏玩耍。“我没
事儿的时候也会来这里转转，看见
百姓在这里享受休闲时光，心里有
满满的成就感。”省四建人民公园项
目经理白海坤说，一森生态环境建
设发展有限公司做的整体规划设计
和一期施工图设计，我们四建承担
了人民公园改造提升一期援建工
程，对园内道路进行修缮，对人行桥
进行改建。改造后，市民将享受平
坦舒适的健康步道，体验东西两岸
的无障碍便利通行。

“这里以前是一座上下都有很
多台阶的钢构桥，我们年纪大的人
经过这里很不方便，尤其是冬天台
阶积雪，桥面湿滑，很容易摔倒，现
在桥面下落取消了原有台阶就方便
多了。”在公园散步的一位老人说。

“公园场地相对狭窄，桥梁施工
时考虑到大型机械无法进场施工，

经过专家多次论证，最终桥梁桩基
础采用锤击桩，桥梁上部结构采用
钢结构现场焊接安装。”白海坤说，

“此外，道路施工时，为了防止重载
车辆对原有基础的破坏，采用小型
车辆运载沥青混凝土。我们在施工
中力求在细节处下功夫，努力为百
姓打造精品民生工程。”

在牡丹江大桥的西侧，是改建
后的体育公园。“原先很多当地人都
不知道有体育公园，所以我们在改
建的时候，着重加入了一些体育元
素，突出公园特色。”一森生态环境
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区域总监康凯
说，我们修建了 1470米的彩色沥青
健康步道，在跑道沿途增加了体育
雕塑，也搭建了带有体育公园字样
的雕塑。

康凯说，体育公园是牡丹江唯
一一个体育休闲主题公园，项目本
着“总协调、微更新、展风貌”三大原
则，解决了牡丹江百姓的民生需求，
为市民打造了一个集休闲娱乐、康
体健身、文化交流、绿色生态的滨江
休闲空间，助力 2021牡丹江旅发大
会，成为牡丹江滨江两岸景观风光
带的重要展示窗口，新生网红打卡
地。

位于牡丹江市主城区的兴中
路，从前的路面都是补丁，作为旅发
大会的观摩线路之一，黑龙江省龙
建路桥第三工程有限公司对其进行

了整体翻建。“兴中路全长 1446米，
翻建后实施了雨污分流改造，将切
实改善广大市民群众的生存环境和
生活质量。”项目经理宋立柱说。

宋立柱介绍，因施工期进入雨
季，一定程度上又影响了施工进
度，为确保如期完工，时间紧任务
重，龙建路桥组织大量人力物力
抢抓工期，精心组织施工，积极贯
彻落实建投集团“高标准、严要
求”的管理理念，按照当地政府及
业主的有关要求实施标准化作
业，确保按时保质保量地完成全部
施工任务。

人民公园项目、体育公园、兴中
路改建等项目建设不仅提高了城市
基础设施和景观效果，为百姓营造
良好的生活环境，并且深度提高了
市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使百万牡
丹江市民受益。

“上新” 旅游景点穿新装、换新颜、展新貌

“美心”

老城区建设更贴心、更绿色、更具特色

“创新”

高层改造项目精细做、质量优、口碑佳

牡丹江市东兴小
区高层旧改项目施工
现场。

老旧小区楼本体及
配套基础设施改造建设
项目。

横 道 河 子 文
旅小镇一景。

渤海上京遗址博物馆渤海上京遗址博物馆。。

伊牡公路桥涵改伊牡公路桥涵改
造及绿化提升项目造及绿化提升项目。。

杨子荣广场优化提升项目杨子荣广场优化提升项目。。体育公园优化提升项目体育公园优化提升项目。。

横道河子风情横道河子风情
小镇建设项目小镇建设项目。。

牡丹江市区环境基础牡丹江市区环境基础
设施提升改造项目设施提升改造项目。。

牡丹江市沿江照明设施提升牡丹江市沿江照明设施提升
改造项目改造项目。。

2021年第四届黑龙江省旅发大会
即将在牡丹江市召开，省建投集团与牡
丹江市政府深化战略合作，共同推进旅
发大会项目建设，权属二级企业建工集
团、龙江股份、一森生态及其子公司，在
牡丹江区域共同承担包含景区和民生
两大类27个项目的建设任务。本报记
者先期探营旅发大会，带领读者领略换
装后的牡丹江新貌。

人民空军东北老航人民空军东北老航
校旧址启航广场校旧址启航广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