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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季旅游的“C位”担当
大庆“湖经济”风生水起

□戴小民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赵吉会

“黑天鹅来大庆的湖里安家了！”大庆市民5月份的微信朋友圈刚被黑天鹅刷
屏，7月份关于“滨洲湖、黎明湖、三永湖区域要增建10个休闲游乐项目”的消息，又
引来了大家的热切关注。

经过补水和综合治理，大庆的湖水一年比一年清，人们对湖的感情也日益加
深。现在，除了景观欣赏，人们更希望增加湖上的游乐设施，提升幸福指数。

相比“油化之都”“温泉之乡”，大庆“湖经济”虽起步较晚，但成效显著：春有龙舟
赛，夏有亲水戏水，秋有环湖健步走，冬有冬捕和冰雪节，大庆“湖经济”可谓风生水起。

7月 20日，在大庆滨洲湖
天鹅生活区，记者碰到了来自
齐齐哈尔的王滨一家三口。

“在齐齐哈尔很少能见到
天鹅。我们先到了万宝湖，看
了那里的天鹅，下一站准备去
兰德湖，听说那里不仅有天
鹅，还有羊驼、赤麻鸭等小动
物。”王滨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从今年的 5
月25日开始，大庆陆续在兰德
湖、滨洲湖、万宝湖投放了黑
天鹅，这些从南方引进、产自
澳洲的黑天鹅一亮相，就引起
了市民的广泛关注，好多摄影
爱好者更是扛着“长枪短炮”
赶来，就为一睹黑天鹅的风
采。大庆湖里有黑天鹅的事
儿不仅刷爆了朋友圈，在多个
短视频平台也成了热门，各地
网友纷纷称赞大庆环境好。
天鹅“安家”地儿成了新的旅
游网红打卡地。

7月 22日，大庆市民张萌
和她的朋友共四家人，开着四
台车来到了大庆市银沙湾景
区，他们准备在这里露营。张
萌说，每年端午节一过，只要
有时间，他们就会“组团”到大
庆的各个湖去玩水。

“银沙湾旅游风景区植被
茂盛，沙子细腻如雪，特别适
合孩子们玩；莲花湖旅游度假
区适合荷花盛开时去，满湖莲
花娇艳欲滴，蔚为壮观；龙虎
泡景区则适合玩水上项目；黑
鱼湖旅游区的水上乐园是孩
子们戏水的好去处……”说起
各个湖景的特色，张萌如数家
珍。

大庆素有“天然百湖之
城”的称号，那么，大庆究竟有
多少湖泊呢？

按照国家标准，以农村水
面在 300亩以上、城区水面在
200亩以上才称为“湖”。资料
显示，大庆市共有湖泊262个，
除去滞洪区、水源地、农业水
库等功能水体外，纯景观湖泊
有228个，市区有80个，主城区
有40个。

大庆 2.1万平方公里区域
内，平均每 100平方公里就有
一个湖泊，主要位于市区、大
同区、杜尔伯特和肇源县，“天
然百湖之城”实至名归。

2000年 9月，大庆黎明湖
治理工程开工，打响大庆水环
境治理“第一枪”。截至目前，
大庆市已治理完成 19个景观
湖泡和河道，主城区部分河湖
水体质量及生态环境状况得
到较大改观。

湖泊“华丽蜕变”，也让“湖
在城中、城在绿中，碧绿如玉的
湖泊，绿草如茵的原野”成为大
庆最真实的写照。漫步湖边，
聆听岸上歌声悠扬，眺望水中
小舟轻荡；迎着湿润的微风，观
赏飞鸟自由翱翔……“百湖”风
光，已成为大庆全域旅游的“C
位”担当。

夏季的湖，以“水”为美，那冬天
的湖，就是冰雪的舞台了。

连环湖畔冰雪渔猎文化旅游节、
黎明湖职工冰雪乐园、杜尔伯特冰雪
那达慕……近年来，大庆加快发展冰
雪旅游产业，充分释放“白雪换白银”
的巨大潜力，以“温泉文化”“冰雪渔
猎”等为代表的旅游项目已经成为大
庆市冬季旅游活动的亮点，成为大庆
经济新的增长点。

大庆连环湖冰雪渔猎文化旅游
节已经连续举办了五届，家在哈尔滨
的魏军和朋友们也参加了五届。吸
引这些游客的，不仅是充满仪式感的
渔猎文化，还有冰雪龙舟赛、越野滑
雪、冰王雪王挑战表演、冬泳等冰雪
项目。在千里冰封的湖面，这些游客
一同感受冰的冷艳、雪的洁白以及活
动的热烈。

百湖、冰雪、温泉是大庆市冬季
主要资源，自 2016年开始，大庆冬季
旅游市场开启了一个新的纪元。雪
地温泉节的全部活动采取市场化的
运作方式，旅游企业成为活动组织的
主体、创意的主体、推广的主体和受
益的主体，极大地调动了企业的积极
性，产品的内容更加丰富，形式也更
加多样，冰天雪地开始“流金淌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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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湖水清景美，
市区外围的湖泊怎么
利用？

大庆市湖泊众多，
有着得天独厚的养蟹
优势。近年来，杜尔伯
特、肇源等县区大力发
展特色水产养殖，河蟹
的养殖规模不断壮大，
质量不断提升，销售半
径不断扩大。

2020年，杜尔伯特
蒙古自治县江湾乡采
取政府领办的方式，投
资了150万元组建成立
了“稻蟹佳人”水稻种
植合作社，大力发展

“稻蟹共生”绿色生态
种养模式。一个养殖
季下来，共为合作社创
造经济效益200万元。

大庆市连环湖渔
业有限公司注册了 65
种“连环湖”系列品牌
商标。连环湖鳙鱼、鲤
鱼、草鱼、银鱼、鳜鱼、
河蟹通过了有机产品
认证。连环湖牌注册
商标获得黑龙江省水
产养殖著名商标。

在肇源县，特色养
殖 水 面 也 在 不 断 扩
大。肇源县鲶鱼沟实
业集团有限公司是大
庆市养蟹大户。董事
长蔡云楼说，他从 2007

年开始养蟹，到现在已
经有14个年头了，累计
生产河蟹 900万斤，产
值突破 3亿元，现已成
为全省最具规模的河
蟹养殖基地。

大庆市在打造特
色养殖基地上大做文
章，以“三花五罗”、大
银鱼、大鳞鲃、“四大
黑”等名特优品种为
主，形成多个名优品种
养殖区。同时还打造
了综合绿色生态精养
区，创新鱼鸭混养、鱼
藕共生、稻田养鱼等新
的复合养殖方式，提高
水域利用率和综合产
能。

今年在水产品方
面，大庆将在建设绿色
高质量水产养殖基地、
培育特色的大庆水产
品品牌、建立畅通的大
庆水产品营销体系等
方面发力，争取新创建
国家级健康养殖示范
场 2 个，总数达到 28
个，面积 140 万亩；培
育“庆字号”特色鱼品
牌，产量达到 5万吨以
上，河蟹提升到 7000
吨以上。同时，广泛开
展宣传营销，让更多的
市场销售“庆字号”水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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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大庆市水务集团发布了一
条公告——《拟在滨洲湖、黎明湖、三
永湖区域增建 10个休闲游乐项目》。
消息一出，引发了市民的热切关注。

大庆市水务集团三湖一河物业管
理项目组副主任秦哲表示，现在前期
工作已经结束，7月末至8月份将完成
公开招标。项目准备进行社会化经
营。

大庆市“湖经济”起步较晚，但也
意味着巨大的经济潜力和商机，如何
开发“百湖”造福市民？如何实现“百
湖”经济和生态双赢？就此，记者采访
了八一农大经管学院战略管理专家、
教授韩光鹤。

他表示，要想把百湖水攥出“油”
来，可从四个方面入手。

首先，用“湖”点亮大庆旅游。推
进“全域、全民、全业、全季”旅游，利用
旅游推动产业融合和升级发展，实现
旅游空间与城市空间高度叠加，充分
融合。可以以“湖”为点，依湖就势，打
造全域生态养生福地，旅游度假天堂。

其次，抢抓休闲渔业机遇。从渔
船到游船，让渔业往“高”处走；从“在
岸上吃”，到“去江上品”。在保护水资
源的基础上，可以发展集观景、休闲、
度假、垂钓于一体的旅游观光型休闲
渔业。

第三，增加水上运动项目，促进水
上运动消费。这次“三湖增建休闲游
乐项目”就为相关产业提供了商机。
有资质的企业可以报名参与投标。

第 四 ，让 冰 封 的 湖 面“ 热 起
来”。如今，大庆市冬季已在热点旅
游地及景区开辟冰雪乐园，或开设
冰上娱乐项目，这些趣味项目参与
度极强。此类娱乐活动可以促进当
地农产品的销售，冬捕活动就是促
进当地绿色农产品、野生鱼等特产
销售的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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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公园作为城市的重要
开放空间，既是城市中有休憩功能的公
用绿地，也是城市公共交往活动的重要
场所。建国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王浩
谈起改造初衷时说，“为提升建国公园环
境品质，为游客创造更好的休闲活动空
间，让市民享受到城市园林绿色福利，我
们本着‘方便市民、近绿透绿、优化景观、
提升服务’的原则，结合建国公园实际，
联合相关单位扎实有效推进公园的开放
式改造。”

为了让居民和游人理解公园提档升
级带来的高品质游园体验，改造启动前，
建国街道利用社区微信群、社区小喇叭
和在围挡外张贴告示、条幅的方法，让每
家每户都能了解到开放改造后公园的新
变化。尤其在改造期间，向居民们发出
《致歉信》《感谢信》《建议信》，得到了广
大居民的理解，实现了改造工程的平稳
推进。

据介绍，建国公园改造于 7月 8日全
面启动。在拆除原围栏、围墙的同时，通
过铺设路边石、设置园林建筑、绿植及防
护桩等形式，保护了公园绿地景观完整

性。在保留原有 5个进出口的同时，对拆
除围墙部分用宽 80厘米、高 1.3米的小叶
丁香绿篱进行围挡，既美化环境又防止游
人随意进出；适当位置增设游客出入口，
配置入园须知、温馨提示牌等标识，更好
地方便游人入园。

据了解，为实现夜间园内灯光无死
角、园外缤纷不杂乱的效果，改造过程中，
建国街道办事处还对公园内现有的灯光
进行优化和增补。同时，根据公园内广场
空地多、健身场地少的实际，在公园内铺
设一条约 500米长、红色混凝土刷漆材质
的环园区健康步道，新建半场篮球场地、
羽毛球场地、乒乓球场地，让居民乐有其
所。

“结合建国公园的历史，我们在此次
改造中为其注入红色元素，联合区武装部
将建国公园打造成国防主题教育公园，用

先进人物讲党史，润物无声、潜移默化，让
党员群众能够在‘游中学、学中游’。”王浩
说。

多举措同向发力 创新基层治理
一段时间以来，建国公园周边秩序广

受诟病，借助公园的开放式改造，建国街
道办事处出重拳，通过物防、技防等多种
手段，净化肃清公园周边环境。

记者在建国公园采访时看到，公园周
边多个点位安装了高清摄像头。“公园周
边以及小区周边共装配了 24套高清监控
探头，探头可对进园的人进行识别，并与
公安部门联网，我们将有前科劣迹的人员
全部录入系统，公园实施 24小时不间断
视频巡控，及时发现，及时清理，为公安部
门固定证据提供支撑。”建国街道办事处
主任单国鹏说。

为防止公园外围栏拆除后损坏绿篱、
随意进出、随意便溺等不良行为，同时解
决外来流动人员、务工人员、租房者变动
频繁等带来的社会治安管理难题，道里区
还成立了以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为主、建国
派出所、建国公园、建国街道办事处、公园
社区为辅的管理队伍。同时，充分发挥乱
象治理群防群治优势，通过在入园处、园
内、园外显眼位置张贴举报牌，在社区微
信群、楼道群发布举报电话、举报邮箱等
方式，让群众成为乱象治理的“千里眼顺
风耳”。

“为解决建国公园周边人员成分复
杂、老旧小区房租便宜、租户变动频繁等
历史原因带来的治安难题，我们为辖区内
180个出租房屋免费安装了智能门锁，一
户一锁，绑定个人，实时存储、分析开门频
次、开门人员等数据。”单国鹏告诉记者，

深圳威富云数科技有限公司为此次建国
公园周边治理捐赠了智能门锁，通过搭建

“一锁一程序一平台”的流动人员数据采
集、出租屋管控大数据平台，实现了对房
屋、租住人员的精准管理，以智慧化手段
让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党建引领共治共享 提升治理效能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治

理工作相对繁杂，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激
发治理活力，就要把基层治理同基层党建
结合起来，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
化为社会治理优势。

道里区委书记肖彬说：“今年以来，道
里区委区政府以党史学习教育为契机，不
断夯实基层党建基础，使党史学习教育成
为社会治理创新的内生推动力。此次建
国公园开放改造不仅要让市民共享城市

绿化成果，也体现了政府对建国公园周边
乱象治理的决心与力度，更折射出基层党
建引领下的治理优势。”

基层治理，久久为功。为常态化治理
公园周边乱象，道里区构建起“网格化+信
息化”社区治理模式，通过草拟《出租屋管
理办法》，建立出租屋档案，明确网格员及
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入网入格履行监管职
责，研发房屋与重点人群管理平台，促进
信息交换共享，强化对社会治安、矛盾纠
纷、公共安全等社会治理领域的管控。

为了让公园环境得以保持，防止违法
乱象行为死灰复燃，建国街道发挥属地化
管理优势，以基层党建为引领，提升开放
式城市公园的治理效能，发动党员志愿者
组建了“我是党员，护园有我”志愿者服务
队，发挥党员模范引领作用，活跃在公园
中，定期巡逻公园周边违法乱象行为，发
现一起打掉一起。同时，党员志愿者也加
大对“保护环境从我做起”“遵纪守法做文
明市民”等理念的宣传力度，让市民、游客
像爱护自己的家一样，维护来之不易的公
园环境，构建起党建引领下公园环境共治
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解锁开放式公园基层治理幸福密码

（上接第一版）“我们对于冬季供
热发现的问题，当时解决不了或采取
临时解决办法的，供热结束后，都拿
出彻底解决的办法。”哈尔滨第三发
电厂热力公司经理张海峰告诉记者。

据了解，由于供热是一个复杂的
过程，用户装修、改动管网等都可能
影响供热平衡，都会导致有的用户家
供热不达标的现象。“为了把供热工
作做实，针对去年存在供热质量问题
的，我们采取了‘冬病夏治’，打有准
备之仗。”松北区物业供热管理办公
室副主任张育松说。

张育松告诉记者，针对用户方面
问题，他们积极沟通协调解决。针对
凯利公寓因建筑保温质量差问题，他

们安排专门人员监督整改，凯利公司
同意自己做墙体保温。同时，捷能热
力公司同意为他们铺设一条专门供
热管网，并对由凯利公司自管的换热
站进行改造、优化供热网络，预计将
在9月30日完工；针对上个供热季排
查出的5户低温户，确定为用户自己
室内管网等问题，属于居民自己的责
任，但供热单位积极协助，指导用户
改造，以确保下个供热季用户室温达
到20℃。

据了解，自上个供热季结束，哈
尔滨新区从热源检修、管网检修、换
热站检修、低温用户整改等方面根治
供热存在的问题，排查534处隐患点
位，截至目前已整改520多处。

哈尔滨新区
“冬病夏治”超前储能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赵一诺）近日，第九届全国大学生光电
设计竞赛东北区赛暨第五届东北地区
大学生光电设计竞赛在哈尔滨工业大
学举行。哈工大7支队伍荣获东北区
赛创意赛一等奖，其中4支队伍获得1
金1银2铜的优异成绩；10支队伍获得
东北区赛实物赛苹果组一等奖，其中6
支队伍晋级全国总决赛；10支队伍获
得东北区赛实物赛小车组一等奖，其
中4支队伍晋级全国总决赛。该校21
名指导教师获“竞赛优秀指导教师”称
号，哈工大获得优秀组织奖。

本次竞赛自5月启动以来，吸引
了来自东北赛区的36所学校、753支

团队、共计4185名师生参加比赛，经
过初赛网络评审、专家现场评审，共
遴选95支队伍（创意赛25支队伍、实
物赛 70支队伍）参加决赛路演。经
过激烈角逐，最终产生一等奖 121
队、二等奖 194队，共有来自 19所学
校的 52 支参赛队获得国赛推荐资
格，其中 26支参赛队晋级全国总决
赛（路演）资格。

据了解，全国大学生光电设计竞
赛是一项全国高校光电类专业重要
的学科竞赛赛事，为全国光电及相关
专业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开展科
研实践活动提供了国家级的权威交
流平台。

全国大学生光电设计赛

哈工大学子摘金夺银

本报讯（胡正强 黑龙江日报全
媒体记者马一梅 李健）日前，龙江森
工·苇河—黑龙江鲁苇智慧农业开发
项目在苇河林业局有限公司东风林
场启动，标志着苇河局高标准农田建
设项目拉开序幕。

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1.2亿元，
包括稻米加工、年产 50万吨有机肥
生产线、高标准农田建设等多个部
分。项目建成后，将开启苇河林区农
业秸秆、养殖场粪便、木耳培养基等
废物进行综合利用的新时代。

据黑龙江鲁苇智慧农业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项目负责人介绍，下一

步，双方将陆续进行稻米加工厂和高
标准农田建设，充分发挥大数据、物
联互联、AI和智能制造的技术优势，
通过精准化种植、可视化管理、智能
化决策，打造集现代化种植业生产与
服务、粮食烘干冷藏、大米加工、检验
检测和产品电商等功能于一体的万
亩智慧农田产业园。

苇河林业局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韩建军充满信心地告诉记者，
本次启动的万亩智慧农田开发项目，
体量大、科技含量高、产业关联度强，
必将为加快林区现代化种植业发展
创造新的优势、增添新的动能。

1.2亿元智慧农业
开发项目落户苇河林区

本报讯（高博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
记者孙铭阳）日前，龙煤集团召开劳模
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联盟工作推进
会议，就进一步推进联盟发展进行座
谈交流。记者从会上获悉，今年上半
年，在以全国劳动模范许晓林、省劳动
模范冯国春为代表的257名联盟研创
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全联盟完成了65

个项目，创效1987.23万元。
据悉，龙煤集团建立劳模和工匠

人才创新工作室联盟根本出发点，就
在于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该联盟
成立以来，龙煤集团 24个劳模和工
匠人才创新工作室为龙煤集团技术
进步、管理升级、挖掘潜力、提高经济
效益作出了新的贡献。

龙煤集团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联盟

上半年创效1987万元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米娜）租个窝点，招几名话务员，获得
手机号后拉进骗人的微信群，一个涉
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团伙被
警方捣毁。近日，双鸭山市宝清县公
安局破获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件，抓获犯罪嫌疑人17人，查获涉案
银行卡50余张。

据了解，宝清县公安局刑侦大队
接到双鸭山市公安局移交线索：宝清
县居民刘某、宁某等人设置窝点，招

收组织话务员以拨打电话的形式“拉
群”，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帮助
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经查，嫌疑人刘某伙同宁某、戚
某二人于6月1日至26日期间，通过
招聘话务工作人员，非法收集公民手
机号信息，再使用虚假话术诱导受害
人加入某投资理财企业微信群。每
拉进群一人，其上线嫌疑人李某就支
付给刘某、宁某、戚某60元报酬。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拉人进群触碰法律

警方破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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