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秋九月，大
自然的神奇画笔，
在龙江大地上勾
勒出诗情画意,一
幅五彩斑斓的画
卷从北向南依次
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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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捍江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磊

一走进北极村，就能嗅到空气中散
发的阵阵幽香，这是占地上千平方米的
花海的香气，花海里面种植了寒地玫
瑰、金莲花、赤芍、返魂草等中草药，金
黄色的花儿像金灿灿的太阳，雪白的花
儿像一片片的白雪，好似一幅色彩斑斓
的油画，让人流连忘返。游客们纷纷与
花儿合影留念，想把这份美丽永远留
住。

“今年我们规划了一村一品一街一
品模式，打造庭院经济，整个北极镇新建
出一个主题花海，在美化环境的同时提
升经济效益。目前北极村不仅是游客

‘找北赏花’的地方，更凭借着独特的地
理优势，以种植中草药为‘药引’，为农民
脱贫闯出了新路子。”大兴安岭漠河市北
极镇镇长文竹说。

文竹作为大兴安岭地区赴京参加全
国“两优一先”表彰大会的代表，参加了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和“七
一”庆祝活动，能够作为全国优秀党务
工作者受到表彰，让文竹感到无比光荣、
无比自豪。

2013年文竹大学毕业后，怀揣着奉
献边疆、建设家乡的梦想，主动担当作
为、身先士卒、全情投入，打造流动党员
驿站品牌。

北极镇下辖洛古河村、北极村、北红
村三个沿江村。汛情期间，黑龙江上游
汛情告急，身为镇长的文竹以汛为令，第
一时间与科级干部下村包片。当时，洛
古河江堤出现一个 70多米的豁口，情况
相当危急。在漠河市委现场指挥下，文
竹一边紧急协调抢险救灾、转移群众，一
边与大家一起灌沙袋、补江堤。连续四
天四夜，她顶风冒雨把黑龙江沿江各村
全部走遍，与党员干部带领村民一起抗

洪救灾、共渡难关。
汛情过后，文竹他们积极进行复工

复产排内涝，村里环境卫生再整治，统计
村民受灾情况，现在，受洪水损坏的设施
已基本恢复。

在北极村繁华地带的流动党员驿
站，是游客主动表明党员身份，进行登
记、签名，重温入党誓词的地方，文竹同
时还是这里的党支部书记、站长。不久
前这里刚刚完成了第五次升级改造，这
个叫响全国的党建红色品牌，每天都吸
引着络绎不绝的游客和流动党员前来

“打卡充电”。
“别看小文镇长年轻，但还真能干点

事！”北极镇干部群众评价文竹说。上任
伊始，文竹致力打造“能吃、能看、能品”
的北极旅游产业链。吃最北瓜果，发展
农家庭院经济，把传统农业向生态农业、
观光农业转变；看最美花海，打造迎庆建
党百年主题花海，引进寒地玫瑰、金莲花

种植，在美化环境的同时提升经济效益；
品最美风光，让游客感受自然景观、人文
特色和边境党建。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部
就是一个堡垒，我将继续履行好一名党
员的职责，进一步做好本职工作。在乡
村振兴、发展镇域经济、文化产业项目上
加大工作力度，继续加强北极党建，打造
红色堡垒。”文竹说。

文竹从北京回来之后，漠河市委书
记专门到北极镇召开交流会，镇党委
班子也举行了扩大会议，进行专题学
习研究，全力推动乡村经济高质量发
展。

“目前，我们将继续加强流动党员
驿站的政治服务功能，同时，紧盯项目
建设，发展产业项目，巩固脱贫攻坚的
成果，让每家每户村民通过收益致富，
让乡村振兴的目标落到实处。”文竹
说。

文竹 不畏苦寒绽放“北极”

乡村休闲回归田园生活
秋风扫作一番黄，只有芙蓉独自芳。秋

季的乡村不仅景美，也是收获的季节。秋季
的到来，让乡村变得更加富饶，黑土地的魅力
一览无余。或许你早就厌倦了都市的车水马
龙，那就来一场说走就走的“乡村游”吧，让您
在这些闻得到青草味，看得到云海的地方，品
味如画山水，尽情体验最质朴的乡间烟火
气。去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雅尔塞
镇哈拉新村走一走，莫日根广场、哈拉古城遗
址、库木勒草原定会让你流连忘返；去伊春市
铁力市工农乡北星村逛一逛，独有的江南水
乡般的秀丽风景，景色宜人的玉带湖中鱼蛙
繁盛，别有一番韵味。

自驾线路畅享极致秋景
在龙江这片富饶的黑土地上，极致秋景

即将亮相。穿行在龙江大地三江平原、松嫩
平原之上，饱览大小兴安岭莽莽森林之壮美，
感受龙江大湿地、大界江、大湖泊之瑰丽神
奇，寻迹龙江大地独特人文、历史、民俗风情，
品尝龙江美味……在我省即将推出的 10条
秋季自驾游线路中，将我省原生态的风光、多
彩文化与必到必游的景区景点串珠成链，美
景一网打尽。开着爱车，带上家人，走走停
停，时刻都可以感受到龙江之秋独有的生动
灵气。

让党旗高高飘扬

黑龙江省全国“两优一先”风采展示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欣

五花山色
串起龙江秋景

黑龙江的秋，是绚丽多彩
的。驰骋在广袤的龙江大地，目
之所及皆是层林尽染和五光十
色，让人不得不爱。在金龙山国
家森林公园看漫山红叶，泛舟牡
丹江镜泊湖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赏倒映在一池碧水中的五花山
色，在伊春桃山悬羊峰国家地质
公园感受群峰叠翠的气势磅礴
与漫山的五彩斑斓……在龙江，
游客可以将美景尽收眼底，毫无
保留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农业观光
玩转龙江粮仓

北国风光无限好，神奇龙江
大粮仓。三江的万亩大地号上，
金色滚滚稻浪飘出阵阵稻香；绿
色稻米之都桦川的朝鲜民俗、东
北民俗、农耕文化、稻米文化等
体验活动让人应接不暇……在
龙江，游人可以领略北大仓的壮
美画卷，也可以体验中华大粮仓
的“科技范儿”。

丰收采摘感受劳动乐趣
我省作为农业大省，不仅是维护国家粮食的“压舱

石”，更是各种绿色食品的种植基地。金秋时节的佳木
斯桦川县东旺果蔬绿色生态园，花果飘香，咬一口蓝靛
果，满足感爆棚；在采摘园里品尝亲手摘的有机蔬菜，满
足味蕾的同时还收获劳动的喜悦……

温泉度假尽享惬意时光
告别炎炎夏季，凉爽的气候让龙江大地的秋意正

浓。与家人、朋友共赴一场温暖的“约会”，恬适地泡在
温泉池里，这是今秋再惬意不过的事了。在大庆连环湖
温泉景区内体验园林温泉、蒙医药浴，身心也不由得跟
着放松下来；到伊春桃山玉温泉感受玉石与温泉的完美
结合，让泉水中有益于人体的活性微量元素给自己充个
电，身体变得活力满满。

高铁线路领略龙江之美
如今，我省已经进入“高铁时代”，坐着高铁去旅行

成为龙江人周末休闲的时尚方式。乘坐高铁抵达哈尔
滨感受异域风情与城市之美，尽享五花山色；在哈大齐
高铁线路上，体验油城的厚重，感受鹤乡的精彩；在哈佳
高铁线路上，走进神奇罗勒密，沉浸在醉美萝北；在哈牡
高铁线路上，感受亚布力多彩之秋，一览镜泊湖胜景，游
览生态小九寨；在牡佳高铁线路上，游览神秘珍宝岛，感
受大美兴凯湖……今秋，24条高铁游线路让游客在“龙
江速度”中领略五光十色的山海，以及沧海桑田的巨变。

赏龙江秋色！

伊春金山鹿苑。

佳木斯建三江万亩大地号。

秋季绿色果蔬采摘。

齐齐哈尔扎龙自
然保护区秋季观鸟。

哈尔滨金龙山国家森林公园。

我省推出秋季旅游产品

（上接第一版）

促成校企合作
开发10个国医经典名方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利民生物

医药产业园新签约汉博中药材及汉
麻产业园中药类项目。目前园区内
中药生产企业主要涵盖中药饮片、中
药提取、中药颗粒三大类。其中汉博
中药材及汉麻产业园项目总投资 10
亿元，占地面积 5万平方米，计划 10
月份开工建设，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园
区集中药材种植、科技研发、制药工
业、成品销售四位一体的全产业链中
药龙头企业；在助力企业科技创新方
面，促成黑龙江德顺长中药饮片有限

公司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药学院建
立校企合作实验室与药学实习基地，
合作开发 10个国医经典名方，利用
院校的优质资源提升企业的整体科
研实力。

目前，利民生物医药产业园二期
规划设计已启动，重点发展高端化
药、现代中药、生物医药、医疗器械和
功能食品，做强做大产业集群，打造
哈尔滨新区一流的产业示范区、重要
的经济增长极和中俄健康产业合作
的承载区。力争五年时间，园区建设
规模达到 20平方公里，实现主营业
务收入 500亿元、税收 20亿元，成为
哈尔滨新区的产业示范区和中俄健
康产业合作的承载区。

哈尔滨新区
利民“药园”“链式”招商

本报7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
记者沈丽娟）7日，哈尔滨市院士专
家科普导师行报告会在哈尔滨市第
122中学举行。黑龙江大学现代农
业与生态环境学院党委书记冯国军
研究员走进校园，做了以打造种子强
大的“中国芯”为主题的科学家精神
专题报告会。此次报告会采取线上
线下同步直播的方式进行。据统计，
300余名同学现场聆听报告，线上4.5
万人观看直播。

本场报告会由哈尔滨市科协和
香坊区科协主办。在全国科普日
即将来临之际，哈尔滨市科协邀请
哈尔滨各大高校的院士专家开展
院士专家科普导师行活动，深入哈
尔滨城区中学举办科学家精神专
题报告。

在报告会现场，冯国军结合自己

所研究的领域和亲身经历，为同学们
做了一次以种子安全为主题的科学
家精神报告。报告从农业国情讲起，
从粮食安全到种子安全，通过一幅幅
图片和数据，提醒同学们要珍惜粮
食，杜绝浪费。冯国军表示，我国在
育种领域上存在技术短板，除了水
稻、小麦以外，很多蔬菜、水果的育种
水平上都与国际上有差距。他以其
科研团队在育种创新工作上取得的
丰硕成果为例，鼓励同学们未来加入
到育种科研的队伍中来，为祖国种子
打造强大的“中国芯”。

据悉，作为哈尔滨市全国科普日
重点活动，今年全国科普日期间，哈
尔滨市院士专家科普导师行活动将
开展4场科学家精神报告会。

报告会现场。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沈丽娟摄

院士专家走进课堂科普种子安全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剑）今年以来，黑河市通过“精耕细
作”不断完善文旅产品链，并全方位
开展旅游宣传营销，大力推动文旅融
合，加速产业发展。日前，记者从黑
河市文旅部门获悉，2021年 1~8月，
黑河市共接待旅游者 851.5万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42.6亿元，同比分别增
长4倍和2.4倍。

黑河市充分挖掘后旅发时代城
市特色文化旅游资源，大力开发创
新“红色历史”“家风传承”“文化遗
产游”等参与性、沉浸式的融合品牌
旅游产品, 以“畅游黑河山水，感受
春夏之美”为主题，推出全新旅游线
路。发布了包括森林生态、醉美 331
边防路、古道驿路三条自驾爆款线
路。黑河市以“红色黑河 历史见
证”为主题策划推出了五条精品红
色旅游线路，让红色血脉在北疆大
地赓续传承。夏季黄金旅游季围绕

“畅爽过盛夏，一城品欧亚”主题，推
出多款旅游线路，盛邀八方游客来
黑河邂逅清凉夏日。

今年，黑河市还策划了特色文旅
营销活动，发布“重游古驿路自驾”

“五大连池火山圣水节”“城市艺术
周”等 20 余项创意营销节庆活动。
相继组织了“重走古道驿路穿越百年
时光”2021 黑河古驿路文化探寻之
旅活动；开通“周末游黑河”旅游专
列，700余名游客走进五大连池风景
区，为旅游旺季提前预热；开展了“我
和春天有个约会”大型徒步活动，众
多爱好者踊跃参与，掀起市区旅游高

潮。4月至 7月，黑河市还相继赴北
京、上海和安徽、吉林、辽宁及哈尔
滨、佳木斯、绥化等重点旅游客源地，
开展黑河文化旅游产品推介活动，吸
引了更多游客走进黑河。5月中下
旬，近 20位来自珠澳两地重点学校
的教师赴黑河开展了实地研学考察
活动。6~7月，组织各县（市、区）相
继参加厦门海峡旅游博览会和西安
丝绸之路国际旅游博览会。在旅游
旺季，黑河市针对自驾房车日渐增多
的情况，开展自驾房车调研工作，不
断完善相应服务，为自驾游客提供包
括黑河游客中心在内的五处自驾服
务点，帮助游客解决实际问题。

此外，黑河市借助第十一届中俄
文化大集，打造黑河城市街头流动的
艺术符号，举办全民艺术节，形成全
新的网红打卡地。目前，黑河市正在
积极筹备参加9~12月即将在徐州举
办的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精心围绕
文化做文章，通过地方文艺演出，特
色文旅推介、非遗展演、名优产品展
销等形式进行黑河城市品牌形象宣
传展示。同时，黑河市正在加速建设
和完善黑河市图书馆、档案馆、博物
馆及中俄文化艺术中心，创建“三馆
一中心”文旅综合体项目，打造文旅
融合地标性建筑，继续扩大“文旅+”
范围，包括城市建设、乡村振兴、农产
品销售、红色教育……让文旅产业向
其他领域渗透融合，通过旅游促进第
三产业发展，拉动消费、扩大就业，形
成以一业带百业、多产业充分互动的
良性发展循环。

黑河精耕细作
“文旅融合”加速产业发展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曲静）近日，省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
印发《关于加快建立健全信用预警和
风险提示工作机制的通知》，在全省
全面推行信用预警和风险提示制
度。此举在全国各省级社会信用体
系建设牵头部门尚属首次。

信用预警是通过对已有信用信
息的统计、分析、关联、归纳，判别筛
选出当前或未来具有较高信用风险
的企业，并提前实施有效监管措施的
过程，是运用信用手段强化事前事中
监管的重要举措，是“信用有价”在行
政领域的重要体现。

当前，全省各市（地）公共信用信
息平台均已建成，归集数据总量达
3.57亿条。印发《通知》旨在进一步
深化信用信息应用、挖掘信用数据潜
在价值、提升信用建设数字化智能化
水平、助力“放管服”改革。

根据《通知》要求，全省各市（地）
要基于行政处罚信息、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综合评价信息和“信易贷”信
息开展个性化、特色化的信用预警。
此外，针对政府违约失信问题，《通知》
还提出了推动开展政府失信风险提
示，要求各市（地）督促已纳入被执行
人的政府及其部门及时履行法律责
任，避免纳入失信被执行人。

此前，省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依
托省公共信用信息平台，生成了基于
行政处罚信息的信用预警企业名单
推送给中省直 11个部门，并印发专
门通知责成有关部门对信用预警企
业加强日常监管。截至目前，各部门
对 111家信用预警企业均采取了约
谈、发放《行政处罚信用修复告知
书》、签署信用承诺等监管措施，充分
发挥了协同监管效应，有力推动了社
会共治。

我省推行信用预警和风险提示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