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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
体记者赵宇清）依兰县创新河
湖管理体制机制，全面建立“河
湖长+流域队长+河道警长+检
察长”的河湖管理新格局，提升
河湖管理能力与水平。

今年 6月，依兰县水务局
根据县境内重要河流分布情
况，将原有堤防管理机构全部
打散，在县河道服务中心重新
设立松花江、牡丹江、倭肯河、
巴兰河 4 条重要河流服务中
队和综合巡查中队，按照左右
岸河道、堤防长度情况，按人
划段落实日常巡查、管护责
任。对巡查制度和工作纪律
等制度进行重新修订，定期组
织开展相关业务知识和法律
法规学习培训。建立巡查日
志和台账制度，流域服务中队
和巡查中队对巡查发现的问
题，全面建立巡查日志，能够
当场解决处理的要立即解决，
不能当场处理的要全面建立
问题台账，交由县河湖长办以

“一地一单”的方式，向问题所

在乡镇下发河湖长工作任务，
确保问题能够全部解决到位。

为使河湖管理机制体制
运行更加顺畅，真正建立起网
格化、立体式的管理方式，依
兰县制定印发了《关于建立河
湖管理协同联动机制的意
见》，将乡镇、村两级河湖长名
单、联系方式以及各流域服务
中队、综合巡查中队人员名单、
联系方式和依兰县公安局食药
环大队干警、依兰县检察院检
察官名单、联系方式进行公布，
形成“河湖长+流域队长+河道
警长+检察长”有效衔接对接。
《意见》中对各自承担的责任任
务进行了实化细化，对涉河执
法处置程序进行了明确，从严
从实落实管理责任，真正建立
了分工明确、协同配合、相互
促进的河湖管理新格局。

目前，4条流域服务中队
及综合巡查中队已经运行两
个月，无论是从河湖问题发现
和处理还是巡堤查险等方面，
均成效显著。

依兰
创建河湖管理新格局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
体记者赵宇清）由方正县大米
产业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方正大米协会共同举办的方
正大米“中国万里行”活动，从
今年 6月初开始，18家米企与
56 名工作人员，辗转全国多
地，与经销商洽谈 100余次，达
成 34个大米经销项目，共计签
下 1.27万吨大米销售合同。

据介绍，方正大米“中国
万里行”活动通过方正县政府
采取专项资金扶持、各米企自
筹的方式，统一购置了 13 台
规格一致的专用宣传车。以
宣传车队为载体，瞄准全国方
正大米主销区和有市场需求
的大中城市，通过各地的展销
平台、市场平台、网络平台开
展形式多样的方正大米品牌
宣传推介活动。宣传活动深
入挖掘了方正大米的历史渊
源、文化内涵和品质优势，重
点宣传推介方正富硒、有机和

绿色的优质原产地大米，进一
步扩大方正大米品牌的全国
知名度和销售渠道。

从参加中国烟台农产品
国际博览会开始，宣传车队首
先在山东省各市地的方正大
米主销区进行了产品展示、宣
传推介、现场销售等活动，进
一步提升了方正大米在山东
市场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从
山东起步，方正大米宣传车队
又先后行至吉林、辽宁、河北、
天津、山东、河南、江苏 7个省
市、20 多个市地、30 多个县
镇、19个大型农贸市场，并在
当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
推介活动。

记者从方正县大米产业
办了解到，方正大米“中国万
里行”活动只有起点，没有终
点，这支方正大米的宣传车队
会一直在路上，不断扩大方正
大米的销售区域，让方正大米
的品牌越叫越响。

方正
签下万吨大米销售订单

□文/摄 张可新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赵宇清

秋季学期开学，宾县第六小学迎来了
易址重建后的第一批学生。

据介绍，宾县六小是宾县重要的民生
项目，2019 年 8 月 16 日开工建设，占地
18333平方米，项目投资约 2000万元。新
建后的宾县六小不仅拥有音乐教室、体育
教室、美术教室、图书馆、阅览室、实验室、
计算机房和多媒体室，还拥有 1个人造草
坪足球场和 2个硅 PU篮球场。学校的食

堂可同时供 500 人用餐，除了午餐外，每
天下午孩子们还可以吃到由食堂制作的
糕点。

宾县第六小学校校长崔雪峰告诉记
者，原本宾县六小在县城的老城区中，因
与宾县三小和宾县五小距离不远，所以生
源日渐萎缩。而宾县西部，由于入驻企业
和新建小区数量的增多，又急需一所小学
满足附近居民孩子就近入学的需求。因
此，县委县政府决定将宾县六小易址重
建。学校现在的位置被 8 个大型小区包
围，可以充分满足附近居民孩子入学的需

求。学校重建后，从县城调入了 5 位名
师，又从乡镇学校选拔了 8位教师组成了
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每周三 13时至 15
时是学校的第二课堂时间，老师们利用 8
个多功能教室和球场开展了篮球、足球、
乒乓球、键盘、舞蹈、声乐、书法、国学、演
讲与口才等丰富多彩的新课程。

课间休息，孩子们三三两两走出教
室，记者问他们都选了第二课堂的什么
课？“篮球、足球、乒乓球、舞蹈、美术……”
孩子们七嘴八舌地告诉记者，兴奋地打开
了话匣子。看得出，第二课堂已经成为他
们的快乐源泉。

上课了，四年一班的教室里，英语老
师正在用智慧黑板给孩子们讲解。教材
上的画面可以直接出现在智慧黑板上，老
师轻轻一点黑板就会发出单词的读音，孩
子们学习英语的兴趣更浓了。

课后，英语老师宗胜杰告诉记者，智
慧黑板为教学方法的拓展提供了更多可
能，它可以播放英文动画、歌曲，可以让习
题有游戏化的呈现，还可以让孩子们为课
文里的角色配音。目前，她正带领孩子们
排练英文课本剧，而这也极大地激发了孩
子们学习英文的热情。先进的教学设施
正在让学生和老师在学与教的过程中感
受越来越多的乐趣。

每 年 初 夏 至 仲
秋，老客户都要
到方正县的方正湖中
繁衍生息。此间，它
们在这里求偶、生儿
育女，小也会渐
渐羽翼丰满，潜入湖
中觅食。

汤一方摄

□文/摄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赵宇清

18 日 8 时，宾县早市旁
的二龙湖鱼专卖店，鱼池已
空空如也。顾客来问鱼，店
员答：“今天早上打了 12 条
鱼，7点多就卖完了！”

店员战继宏一边盘点账
目，一边告诉记者：“我们这
儿卖的二龙湖出水的鲢鱼，
个头儿都在 10 斤以上。每
天 5点半开门，基本上卖到 8
点左右鱼就没了。捕鱼人打
多少卖多少，最多时一天卖
过 80多条！”

宾县共有两家二龙湖鱼
专卖店，早市附近的这家主
营本地市场，还有一家开在
超市附近的专卖店则主攻外
地市场。记者来到超市附近
的二龙湖鱼专卖店，店长段
耀超告诉记者，今天这个店
的鱼已经售罄了，刚刚给 8
条鱼打包，发往哈尔滨。

专卖店里还有直播设
备，有时店长小段会在这里
直播卖鱼。小段说，粉丝们
特别热情，鱼总是供不应
求。店里有包装设备，可以
给二龙湖鱼加冰加氧封袋，
让二龙湖鱼在出水之后“游”
得更远。现在，二龙湖鱼保
持鲜活状态，邮到北京都没
有问题。每条鱼的包装袋上
都会有一个二维码，扫描它
就可以了解这条鱼的产地、
出水时间以及体重等信息。

二龙湖鱼为啥这么火？
宾县旅游事业发展中心工作
人员杜显效告诉记者，二龙
湖是宾县人的母亲湖，也是
我省商品鱼质量最佳的渔业
生产基地之一，曾创下过一
网捕鱼 6万斤的纪录。二龙
湖水质肥沃，天然饵料丰富，

主要鱼种有鲢鱼、鳙鱼、鲤
鱼、草鱼等，其中尤以鲢鱼最
佳。二龙湖出产的鲢鱼，肉
肥味鲜，是名副其实的无公
害水产品，已获农产品地理
标志登记保护。

听说因为中秋节前二龙
湖鱼预定的人多，捕鱼人在
早上捕鱼时又下了一网，下
午还会起网。记者闻讯匆忙
赶到湖上，去看捕鱼的盛
况。二龙湖被群山围绕，湖
水很静，宛若碧绿的镜子。
当地人说，入秋后天气转凉，
鱼不像以前那般活跃了。若
是在盛夏时节，鱼群在湖面
上跳来跃去，那可是一景！

湖上 4名捕鱼人分乘两
只小船向湖心驶去。驶到下
网位置后，两只小船分别在
不同的地方开始起网。每只
小船上有两名捕鱼人，一人
摇桨，一人起网。网很长，约
有 3000多米，捕鱼人师延革
那边捕到了鱼。

师延革有 30 多年的捕
鱼经验，每天早上 3点半，他
便从家里出发，去湖上打鱼，
这样早上 6点前鱼就能到店
里。他说：“天凉，鱼上来的
不多，只打上来 200 多斤。
夏天天热时，一天打个一两
千斤是没问题的。”

杜显效告诉记者：“我们
开拓二龙湖鱼的市场，但也
注重维护生态平衡。前些
年受洪水影响，二龙湖鱼
数量减少、种群结构比例
失衡。于是，我们逐年投
放各类鱼苗、鱼种，鲢鱼、
鳙鱼的夏花鱼苗年平均投
放量达 800 万尾。目前，我
们按照捕捞量和鱼的生长
速度及流失因素来补充鱼
苗，形成了产出和投放的
科学管理。

二龙湖鱼出水“远行”

据宾县长赵洪臣介绍，松花江供水项
目总投资 9.43 亿元，是今年宾县投资最
多、规模最大的民生工程。工程将铺设供
水管线 52公里，沿途建设提升泵站、加压
泵站和净水厂各一座。项目建成后，将彻
底解决宾县宾州、宾西、居仁 3个乡镇 20
余万居民和宾西经济技术开发区全部企
业的生活、生产用水问题。

为了让项目方案更加科学合理，宾县
委县政府聘请哈工大、省规划院、省建筑
设计院、哈供水集团等国内市政领域知名

专家，十余次召开专家论证会，对原设计
方案、处理工艺、规划布局、外网电力等不
断进行优化。比如，原设计方案中的三处
加压泵站，现已取消一处，合并一处。取
水泵站原为岸边引渠式取水，变更为取水
泵站与取水头向江心前移分建方式，既实
行了分层取水，提高饮用水质量，又保证
了取水安全，消除了防洪评价审批障碍，
为项目征地、基本建设、日后经营管理节
约了约 8000万元费用。

记者从松花江供水项目建设指挥部

办公室了解到，经综合测算，按照成本核
算法进行运营管理，如当前按日用水量 6
万吨计算，年总用水量为 2190万吨（生活
用水 800万吨、工业用水 1390万吨），综合
水价为 3.54元/吨。其中，生活用水水价 3
元/吨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经营性用水（工
业）水价为 3.85 元/吨，低于现行水价 4.5
元/吨。

目前，松花江供水项目宾西净水厂一
期工程现已进场施工，净水厂剩余部分工程
正履行招投程序，计划10月上旬开工建设。

项目落地孕育新机

本报讯（张可新 黑龙江日报全
媒体记者赵宇清）为切实改善道路
通行环境，从 7月 25日开始，宾县县
城主次干道升级改造工程全面铺
开。据悉，所有工程将于“十一”之
前完工。

宾州河沿岸景观道路建设已处
于收尾阶段，新的景观路成为了附
近居民闲暇时遛弯的好去处。小
桥、流水、青草相映成趣，沿河的墙
面也被做了艺术化的修饰，一路散
步还可一路欣赏河边的景致与墙上
的画作。

由路难行到路通畅再到景观
路，今年宾县委县政府下大力气对
城市道路进行升级改造。作为主要
推进实施责任部门，宾县住建局坚
持高质量建设，高标准推进，对财源
路、桃李路北面、金叶路、福盛北路
进行了新建，对前进路、石油西路、
民生路、老卫校路、商场西胡同进行
了路面翻新，对沿河路景观进行了
升级改造，力求做到切实畅通道路

“毛细血管”，刷新百姓“幸福指数”。

主次干道升级
沿河景观变样

本报讯（杨子莹 黑龙江日报全
媒体记者赵宇清）眼下，正是葡萄的
成熟期，宾县居仁镇万坤蔬菜专业
合作社葡萄种植园内的十余种葡萄
迎来了采摘的最好时节。

走进宾县万坤蔬菜专业合作社
葡萄种植基地的大棚，放眼望去，嫩
绿的叶丛下，已挂满了沉甸甸的紫
色葡萄。万坤蔬菜专业合作社成立
于 2015 年，是以实现农业现代化、
规模化为主的农业田园综合体。合
作社经居仁镇党委政府引入，承租
了 300亩土地种植瓜果蔬菜。经过
几年不断探索，种植葡萄已成为合
作社的主业，目前育有玫瑰香、红玫
瑰、绿宝石等十余个品种。

截至目前，宾县万坤蔬菜专业
合作社建有 150 栋大棚，其中葡萄
大棚 80栋、蔬菜大棚 70栋，解决周
边闲余劳动力 50余人。今后，宾县
万坤蔬菜专业合作社将依靠哈东近
郊的区位优势，打造休闲生态观光
园区，带动当地群众增收。

葡萄成熟季
采摘正当时

松花江供水项目开工，解决20万居民和154家企业用水难题——

宾县 引来一江水 惠民谋发展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赵宇清

近日，随着挖掘机的开动，宾县人翘首
以盼的松花江供水项目正式开工建设。这
一项目建成后，将彻底解决宾县宾州、宾西、
居仁 3 个乡镇 20 余万居民和宾西经济技术
开发区154家企业的生活、生产用水问题。

近年来，随着宾西经济技术开发
区入驻企业增多和宾州镇城区的扩
张，企业和居民需水量不断增长，水资
源短缺问题亟待解决。

宾西开发区扩区后总体规划面积
47平方公里，人口约 5万人，入区企业
154 家，生产生活日需水量 3.4 万吨。
目前，开发区企业和居民生产生活用
水均使用地下水源，当前日供水能力
只能达到 2.3 万吨，日缺水量约 1 万
吨。

水资源不足已经成为限制宾西经
济技术开发区招商引资、项目落地的
瓶颈问题。开发区内的企业今麦郎饮
品为了满足生产需求，不得不在哈尔
滨市阿城区蜚克图镇建设了 8眼日取
水量 0.3万吨的水源井。按照园区发
展规划，未来 3-5年将有 10平方公里
规划区陆续开发建设，依据供水规划
测算，日需水量将增加 2万吨，预测日
缺水量接近 3万吨。

宾州镇是宾县县城所在地，常住
人口 15万人、日需水量 2万吨，居民日
常饮用水主要来自湖库型水源地——
二龙山水库。这个水库上游的 3条河
流，流经 2个乡镇、6个村、71个屯，水
源存在被污染的风险。

1974 年投入使用的二龙山水库
具有城镇供水、农业灌溉、旅游和防洪
调度等功能。建设初期，蓄水量较为
充沛，下游水稻种植面积高峰期达 20
余万亩。近年来，随着水库底部淤积
量抬升和城镇人口增长后用水量增
多，水库灌溉能力也在不断锐减。目
前，其下游水稻种植面积已减少到 9.8
万亩。

此外，二龙山作为国家 4A级旅游
景区，一直以来都是哈尔滨市民的旅
游目的地和打卡地。但是，近年来由
于受水源地保护限制，二龙山旅游的
资源深度开发也受到了严重制约。

发展瓶颈，如何破局？寻找新水源迫
在眉睫。

自 2019年 8月开始，宾县委县政府先
后邀请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东北院、
华北院和省水院等专业团队、专家学者，围
绕哈东引水、傍河（江）取水、开采地下水、
二龙山水库扩容等取水方案，多次实地踏
查、调研论证，但均因水价过高、水量不足
或投入资金过大等因素无法实施。此后，

宾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多次带队到水利部
松辽委和省水利厅汇报沟通，提出松花江
取水的设想，得到一致认可。

松花江供水项目建设指挥部办公室
副主任孙克忠介绍，松花江供水项目最终
确定在大顶子山航电枢纽上游 5公里处、
松花江南岸宾县糖坊镇过境段内建设取
水 泵 站 和 加 压 泵 站 ，并 铺 设 直 径
600mm-900mm的双输水管线。

据介绍，这一取水区域没有人工构筑
物，河床和河岸稳定，具有良好的地质和
施工条件。这里江面开阔，有足够水深，
水位稳定，常年保持在 116 米，能够保障
枯水季节取水量。取水口一二级保护区
13平方公里范围内周边整体环境良好，自
然植被繁茂，两岸均没有企业和规模养殖
户，只有一个 15户的居民点，环境综合治
理仅需投资 400万元。

寻求新水源地破局

松花江供水项目松花江供水项目 66万吨供水厂厂区鸟瞰图万吨供水厂厂区鸟瞰图。。宾县委宣传部提供宾县委宣传部提供

水
资
源
成
发
展
瓶
颈

方正湖上栖息客

一所现代化小学在这里建成

捕鱼人归来。

宾县第六小学校全景宾县第六小学校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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