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8月26日 星期四

E-mail:jizhebu2004@sina.com

鸡西县区新闻 责编：王传来（0451-84692714）
执编/版式：杨任佳（0451-84655786） 见习编辑：杜 宇 8

创建文明城市，需要全民的参
与，如何调动全体居民的积极性？

虎林市充分发挥志愿者在社
会上的引领示范作用，常态化开展
了各类志愿服务活动。

3月 14日，该市 2000余名志愿
者一起行动，对大街小巷，公路、铁
路沿线以及乡镇村屯等重点区域
进行大扫除，共建美好家园；以虎
林市“4·25生态日”为契机，该市领
导带头参加科普宣传、健康徒步、
植树绿化、巡河巡山等志愿服务活
动，全市上万余名干部群众及各界
志愿者同步参加，营造了人人关注
创城、人人支持创城、人人参与创
城的浓厚氛围；在今年的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期间，该市组织 600多名
志愿者，向过往的群众发放疫情防
控宣传手册、宣传单5万余份，以提
高居民的疫情防控意识。

同时，该市充分发挥文明实践中心、分中
心、所、站阵地作用，将志愿服务活动融入日
常工作，天天有志愿服务，月月有大型活动。
环境卫生整治、文明交通劝导、关爱空巢老
人、文明用餐宣传等志愿服务无处不在，把党
的政策、乡风文明、知识技能、健康幸福送到
群众身边。

如今，全民创城在虎林已蔚然成风，全市
上上下下都行动起来，纷纷奉献自己的微薄
之力，让生态虎林变得更加温暖、更加文明、
更加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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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摄 王宏涛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孙伟民 刘柏森

在小兴凯湖的西北岸边
有一大片花海，走依兴高速前
往兴凯湖区向左看，便能看到
它。夏秋季节，面向湖区、总
面积达106亩、梯田状花海里，
向日葵、油菜花、百日草、翠
菊、醉蝶花、硫华菊、鼠尾草和
马鞭草等多种花卉竞相绽放，
姹紫嫣红、花香弥漫。

这片花海叫湖鑫花海，是
由密山市翠翠花卉种植有限公
司投资2000万元，于2019年开
始在密山市兴凯湖乡兴凯湖村
打造的，到今年已成规模。

除种植了 106 亩花卉，翠
翠花卉公司还完善了相应的
配套设施，修建了风车栈道、
花间小路和蒙古包等游玩项
目，这里成了许多到兴凯湖游
玩的游客必到之地。

兴凯湖尤其是大兴凯湖
湖面特别辽阔，南北长达 100
多公里，东西宽达 60多公里，
面积4380平方公里，一眼望不
到边。许多游人喜欢到大兴
凯湖游玩，找寻观海的感觉。
然而，由于游玩项目比较单
一，很难让游客留下来深度
游，导致旅游对当地经济的拉
动作用不强。为此，近年来，
兴凯湖乡立足地域优势，大力
推进招商引资，最终于 2019年
引进了“湖鑫花海”项目。现
在，到兴凯湖旅游，不仅能游
湖、赏湿地，还能看花海，丰富
了兴凯湖的旅游元素。

湖鑫花海项目的落地不
仅为兴凯湖村村集体创造了
收入，同时也直接带动了该村
村民就业。花海里花卉的种
植和采摘、设备的安装、维修
和后期维护等都需要很多人
力。翠翠花卉公司雇佣了兴
凯湖村12位脱贫户村民，现在
他们每人每年多收入 1.2 万
元。此外，游人的增多，也间
接带动周边民宿、饭店、游乐
场等旅游服务场所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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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摄 于涛 宋国华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孙伟民 刘柏森

8月 19日早晨，在鸡东县的 123个村村头大喇叭里又
传来了“刘村长”关于疫情防控的喊话：“广大村民注意了
啊，广大村民注意了，今天啊‘村长’说个事，说个啥事呢，
最近几天呐，这个新冠病毒啊，又有点猖狂起来了，而且
还有个新名，叫德尔塔病毒。这个德尔塔病毒啊，隐蔽性
强、传播速度快、而且治愈时间啊也比较漫长，并且容易得
重症……”“刘村长”用幽默、风趣、接地气的语言，把应该如
何重视和防控新冠肺炎疫情，讲得深入浅出、头头是道，深
受广大村民的欢迎。

其实，这位“刘村长”并非是某一个村的村长，而是该县
融媒体中心的节目主持人刘国成。在去年疫情防控期间，
刘国成创办了疫情防控知识普及栏目《刘村长有话说》，并
化身“刘村长”，在农村大喇叭里，同时在微信、抖音、快手等
媒体平台，共发布了 67期疫情防控知识宣传短视频和音
频。他还与中心其他播音员合作，用多种形式宣传疫情防
控知识，浏览量高达400多万次。

本轮疫情发生以来，刘国成又重操旧业，再次当起了
“刘村长”，通过大喇叭向农民们喊话了：“今天呐说这些啥
意思呢，就是告诉咱们老百姓啊，别可哪乱走了，没啥事
啊就消停在家呆着点，前几天啊可都发通知了啊，什么
KTV、电影院、麻将馆的还有给小孩补课的，全部关停。
你可别寻思病毒啊目前在外地呢，咱这疙瘩没有，就不用当
回事，我可告诉你，别老猪腰子正，那一个个的稀里马哈的，
一天天的三五成群的，可愿意往一起凑合了，连个口罩都不
戴……”

一位村民告诉记者，他们村很多村民是“刘村长”的粉
丝。去年刘国成宣传疫情防控知识的时候，他们就都关注了
他，都老喜欢他了。大家都说，他宣传疫情防控知识的方法，
非常接地气，非常通俗易懂，他们都爱听，也都听他的话。

疫情防控“刘村长”有话说

□文/摄 白杨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孙伟民 刘柏森

棚户区改造是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民生工程。去
年以来，鸡东县以群众期盼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与时间赛
跑，全面加快棚改项目建设，努力打造生活便利、配套齐全、
生态优美的居住环境。

8月11日，在鸡东县北华大街的城南社区1—5委棚户
区改造项目现场，记者看到，十几座塔吊运转有序，各种运
输车辆来往频繁，切割声、电焊声此起彼伏，建筑工人们正
紧张有序地进行施工。

项目建设总工程师闫利群介绍说，该项目共分成 2个
标段，2020年11月正式开工建设，今年3月复工。目前，一
标段的 22栋 6层住宅，有 11栋已完成主体建设，正在进行
装饰装修，其余 11栋正在进行主体建设。二标段 13栋 17
层住宅，正在进行主体建设。

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建设方正在加快速度建
设，以确保工期按计划完工。在质量方面，建设方对进场的
每一种材料都进行了严格把关，对材料的规格、数量、质量
标准，使用部位进行严格监管，对施工的每道工序进行了严
格控制，在前一工序验收合格的前提下，再进行下道工序施
工，并对已完的工程进行了成品保护。安全方面，建设方对
工程的四口五临边、外墙维护脚手架、临时用电等安全设施
进行了跟踪检查，并形成检查常态化，确保施工期间安全。

鸡东县棚改办主任范兴伟告诉记者，鸡东县2020年棚
户区改造项目计划改造城南社区1到5号地块3129户。项
目计划总投资 5.7亿余元，规划用地总面积为 12.7万平方
米，新建住宅楼35栋3129户，目前，正按照工程进度进行主
体施工，各项工作有序推进，计划年底前完成项目主体工程
建设，预计 2022 年 10 月底前可竣工入住。楼房面积以
50～80平方米为主，项目建成后将以抽签的方式进行安
置，对于老年人和残障人士给予优先安排。

今年4月，该县又启动了紧急避险安置城南社区5委、7委
项目。目前，该项目已全面开工，计划于2022年末竣工入住。

鸡东

城南社区棚户区
改造项目建设正酣

□文/摄 王宏涛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孙伟民 刘柏森

今年6月份以来，密山市累计降水量
74毫米，较历年同期偏少 63.6%。尤其是
7月份，整月降水量仅为 9.3毫米，较历年
同期偏少92%。不仅降水量偏少，而且没
有下过一次透墒雨。

持续的高温少雨，密山市区域内均出
现了不同程度的旱象。

面对严峻的旱情，密山市委市政府高
度重视，多次召开全市抗旱保丰收会议，
安排部署应对旱情的措施，市委市政府主
要领导亲自挂帅、靠前指挥，市气象局、市
应急救援局、市农业农村局、水务局、公安
局和各乡镇等部门联合行动，迅速投入到
抗旱自救中。

密山市气象部门严密监视天气变
化，时刻准备抓住有利时机开展人工增
雨作业。根据实时的气象信息，该市气
象部门经过分析研判认为 7 月 6～8 日
该市上空云系较多，气象条件有利于局
地对流性云团的形成，可抓住有利时机
进行人工增雨作业。7 月 7 日 11 时、14
时，气象部门分别在富源乡、白鱼湾镇
开展火箭人工增雨作业。人工增雨效
果较为明显，当日 18 时，该市大部分地
区均产生不同程度的降雨，其中离增雨
作业站点较近的八五五农场降雨量达

到 39.2 毫米、黑台镇 33.1 毫米、太平乡
24.2毫米。

除了人工增雨，密山市一些受旱乡
镇还想方设法钻打机井，并充分挖掘现
有水利设施潜力，以满足抗旱用水需
求。

密山镇新和村旱情较为严重，旱田极
度缺水。该镇党委政府做出决定，由镇里
出资 69%、村里出资 31%钻打机井，机井
打完后归村集体所有。

该镇新和村积极响应，聘请了专业
打井队伍，有序开展挖井工作。新和村
旱田地计划打井 37眼，共投资 5万余元，
可惠及一至六组旱田地 3000 余亩。打
井队雇佣工人 200 余人分片区同时作
业，加快打井进度。截至目前，该村 37
眼水井已全部竣工并投入使用，极大缓
解了旱情。

除了钻打机井，该市还充分发挥原有
水利设施的作用，全力抗旱保丰收。至目
前，密山市全市范围内，水田共启用机电
井6757眼，工程涵盖青年、富密、湖滨、集
贤、知一五大灌区，其中：灌溉井1300眼，
补水井 4630眼，抗旱井 827眼（新打井 89
眼），灌区清淤渠道共328米，维修拦河坝
9处。

此外，该市农业部门还派出农业技术
人员下到田间地头，指导农民科学施肥，
充分发挥农艺措施的抗旱作用，并突出抓
好重大病虫监测预警工作，及时进行统防
统治、群防群控、绿色防控。

人工增雨 钻打机井

抗旱自救 密山在行动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全面铺开虎
林

□文/摄 姜洋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孙伟民 刘柏森

眼下，在虎林市的大街小巷、乡镇村屯，一支支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队伍正在忙碌着，他们分发传单、
文艺演出、栽树种草、拆违治乱、推进诚信建设……

自3月14日鸡西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誓师大会以来，虎林市持续巩固深化省级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积极引导全市上下广泛参与，努力建设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文明城市。

“创建文明城市必须以上
率下、全民参与。”虎林市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指挥部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

据介绍，该市将文明创城
工作纳入市委常委会重要议
题和全市重要工作内容，统一
思想、统筹推进，修订完善了
创建文明城市领导体系和工
作推进机制，市委书记、市长
任总指挥，成立相关处级领导
干部担任组长的十个工作推
进组，全面推进落实创城各项
任务。还制发了《虎林市省级
文明城市复检及全国文明城
市创建准备工作方案》《省级
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测评体系
手册》《专项行动攻坚方案》
《实地点位考察标准》《虎林市
“路长制”“绿地认领制”“区长

制”包保责任制实施方案》等工作制度，
组建了工作群，建立了每周报动态、半
月报总结、每月召开至少一次调度会的
工作机制，及时宣传动态、总结经验做
法，推动创城工作全面铺开。

为了广泛发动群众，虎林市充分运
用各种有效方式和载体，全方位、广覆
盖、多形式、常态化开展宣传引导。他
们利用微信、微博、抖音等媒体平台开
设“创城进行时”“创城志愿行”“创城红
黑榜”“创城随手拍”“创城整改进行时”
等多个专题专栏，跟进播报、刊发创城
动态信息 200余条。制作印发了《虎林
市文明守则》、创城倡议书宣传单、公益
宣传图板，通过入户走访、LED电子屏、
大喇叭、流动宣传车、宣传栏等方式加
大社会宣传力度，增强了市民文明意
识，规范了市民文明行为，营造了浓厚
的城市文明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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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里，走在虎林市
的街头和乡村，但见绿树
成阴、花团锦簇、干净整
齐、环境优美。

年初以来，虎林市聚
焦市容市貌，积极开展绿
化美化工作。截至目前，
该市栽种绿化美化苗株
75万余株，栽植乔灌苗木
49万余株，投入苗木资金
290 余万元；集中开展人
居环境整治，清理垃圾近
万余立方米、边沟万余
米、小广告 4000 余处、破
损条幅广告 500 余处；建
立了“村收集、镇转运、县
处理”和“城乡一体化”的
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理
体系，实现行政村生活垃
圾100%有效治理；完成农

村改厕 1.1万户，普及率达 91.43%；
开展“拆违治乱”专项行动，清理“四堆
八乱”9850余处；改建16个老旧小区，
惠及1801户居民、30栋住宅楼，涉及
改造面积13.68万平方米，确保城区既
有“颜值”又有“气质”。

硬环境大变化，软环境也须大
改观。年初以来，虎林市聚焦服务
质量，优化社会软环境。该市制定
了《虎林市“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年”
监督工作实施方案》《全市政府失信
违诺专项整治“回头看”工作方案》
等一系列制度文件，推出便民服务

“100小”事项，开设“伴您走流程”
服务窗口，帮助弱势群体进行“一对
一”全程服务，缴费窗口增设网络支
付方式，实现“一键缴费”便民流程，
每日定期或不定期对政务服务大厅
开展巡查工作不少于 4 次，通过
12345政务服务热线解决群众诉求
问题 2579件；建立“我为群众办实
事”市级台账 46项、各级单位台账
418项，已办结市级事项20件、各级
单位事项 251件。举办电商及直播
运营专题培训会，受益人群千余人
次；印发《2021 年虎林市诚信建设
工作方案》《2021年虎林市“诚信六
进”活动方案》，督导开展诚信教育，
多次深入景区宾馆、商超、农贸集
市、学校等市场主体，签订诚诺践诺
书 2000余份，以打造良好的诚信环
境助推全市文明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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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日菊。

花隧道。

拆违治乱。

志愿服务。

人工降雨。

水稻防虫。钻打机井。

刘国成在精心准备播出脚本。

项目建设现场。

建筑材料保质保量。

绿化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