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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东

经开区龙头舞动
经济增长后劲足

□文/摄 黄新星 赵春光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柏森

21日 18时许，随着冷涡的到来，
密山市开始下雪。随后，雪时断时续，
时大时小，一直持续到23日才转为零

星小阵雪。截至 23日 8时，该市降雪
量达到27.3毫米，积雪深度26.5厘米，
已达大暴雪级。

大暴雪袭来，考验着一个城市的
承受力和应变能力。

在降雪之前，密山市各乡镇、农场
和城管、住建、交通等部门便准备了清
雪、运输、救援、巡逻车辆606台，融雪
剂135吨，炉灰480方；组织了清雪、救
援人员合计2988人，随时待命。

21日18时降雪开始后，机械和人
力便第一时间开展清雪行动，确保道
路畅通、群众安全出行。

密山市环卫中心第一时间开始清
理道路上的积雪，昼夜不停地工作，采
用以机械为主和“人工结合”的作业方
式，出动吹风机、“雪牛”、滚刷车、雪
刷、雪铲、装载机等89台套，出动人员
1200人，分成 20个作业组，对城区主
要街路实行梯次作业，循环刷扫。

22日和23日，2189名市直机关单
位干部也加入清雪大军。密山市各企
事业单位及临街商户主动承担门前

“三包责任”，对门前积雪进行及时清
理。

在风雪中，在城乡的街路上，“志
愿红”随处可见。近千名穿着红马甲、
戴着小红帽的志愿者挥舞着锹和铲，
和环卫工人们一道清除路上厚厚的积
雪。这些志原者来自于全市 54个市
直及中省直机关单位和各16个乡镇。

广大市民也积极响应市委市政府
的号召，踊跃参与到这次清雪行动中
来。停靠在道路两侧和人行道上的机
动车车主也主动将车辆驶离作业区
域，以便于清雪机械彻底清除冰雪，恢
复道路通行秩序。

截至23日8时，密山市主城区所有
街路都已打通，清运雪量6500立方米。

志愿者清扫积雪。

密山全民总动员清雪保畅通

本报讯（张明新 臧云龙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刘
柏森）鸡东县疫情防控宣传舆情专班日前组织开展了“您
安心健康出行 我贴心为您服务”志愿服务活动，动员广
大志愿者和志愿服务组织积极投身疫情防控工作。

来自县政府办、财政局、税务局、交通运输局、水务局
机关等30余个部门和单位的志愿者踊跃参加此次活动。

该县交通运输局的72名志愿者分成两班，对所在区域
的商户“扫码、测温、带口罩”落实情况进行巡查。该县水务
局的志愿者则在大街上向行人发放疫情防控宣传单，讲解
疫情防控知识。10天的活动中，该县累计出动志愿者1600
余人次，发放口罩25000多个，检查县内商户800余家。

鸡东宣传疫情防控
志愿者在行动

本报讯（王宏涛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刘柏
森）11月 18日，交通运输部发布《关于 2021年“四
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创建结果的公示》，拟将全国
153 个县级单位命名为“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
县。密山市名列公示名单。

该市公路建设以政府为主导，财政、交通、发
改、农业、应急等相关部门及各乡镇形成联动；政
府将农村公路养护资金、管理机构运行经费及人员
支出纳入财政预算，日常养护资金和养护工程资金
均按省改革标准落实到位，2018年-2020年，市财
政筹措拨付农村公路管理养护资金及人员支出费
用达6198万元。2021年，市财政用于农村公路管
理机构人员工资、经费及养护费用3616万元。

笔直的乡村公路。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柏森摄

密山名列“四好农村路”
全国示范县公示名单

本报讯（李佳阳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刘柏森）截
至11月20日，密山市已经完成水旱田秋翻整地面积72.8
万亩，其中：玉米秸秆粉碎翻埋 41.7万亩；深松整地 10.6
万亩；水稻秸秆粉碎翻埋2.1万亩；水田旋耕18.4万亩。

今年夏旱导致密山市很多玉米减产，但是去年进行
秋翻整地的地块玉米长势好、产量高。农业部门工作人
员利用微信群、农村大集和举办培训班等方式积极宣传
秋翻整地的好处，以提高农民的开展秋翻整地积极性。

该市发挥合作组织和农机大户的大型机具作业优
势。全市有现代农机合作社 9个，农民专业合作社 461
个，农机大户 463个。农业部门把各项补助政策宣传到
位，充分调动合作社和农机大户的积极性，把大型农机具
投入整地作业中，掀起秋翻整地高潮。

密山

秋整地完成72.8万亩

本报讯（周睿 李俊杰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孙伟
民）截至 11月 12日，虎林市秋整地完成面积 211.1万亩，
占总耕地面积81.7%。其中：玉米翻埋面积49.8万亩，水
稻翻埋面积 23.4万亩，水稻旋耕面积 118.9万亩，大豆深
松作业面积19万亩，旱田秋起垄面积15.3万亩。

为了早日完成秋整地工作，虎林农业战线持续加大
对全市农户，特别是农业大户和农机合作社的宣传指导
力度，让农业专业干部进乡村、到地头，为广大农户讲解
秋整地相关知识。多部门联合派出的指导小组还深入田
间地头指导农户的秋整地作业，更加有力、有序、有效地
确保了整地质量，实现封冻前全部“黑色越冬”。

虎林

秋整地完成211.1万亩

本报讯（于晓霞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孙伟民）虎
林市全面推进秸秆综合利用，通过秸秆还田、燃料化和饲
料化等模式，全面提升秸秆综合利用率。

该市通过统筹黑土地保护利用和农机深松整地等方
面工作，大力推进农作物秸秆就地还田。至目前，秸秆翻
埋还田已完成145万亩。

除还田外，该市还鼓励秸秆向燃料转化，目前全市已
建秸秆固化成型燃料站 12个。今年，该市出台了《关于
支持生物质发电企业所需秸秆量的实施意见（试行）》，在
全市划定秸秆离田收集区，鼓励规划区内的农户采取秸
杆全量还田翻埋作业与秸秆离田作业交替轮换。至目
前，秸秆离田已完成54.5万亩。下一步，虎林市将依托珍
宝岛汇源奶牛场等载体，推进秸秆饲料化和基料化利用。

虎林秸秆还田145万亩

本报讯（张明新 臧云龙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
记者刘柏森）日前，总投资 1900万元的鸡东县银
峰西路竣工通车。

银峰西路西起德胜路，东至迎春路，全长
1260米，于去年 5月开工建设。该工程是在原路
宽10米的基础上，增加了6米的行车道，行车道宽
达到16米，并增设了绿化带和人行道。银峰西路
竣工通车后，鸡东县新区横轴并排依次有南华大
街、银峰西路和中心大街，纵向为德胜路、红星路
及解放路，初步形成“三纵三横”城市路网框架。

鸡东银峰西路
竣工通车

本报讯（刘吉盛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孙伟民）据
统计，虎林市新冠疫苗第三针加强针应接种人数为
120633人。截至11月18日，已接种人数108279人，完成
率达到了89.76%。

自开展第三针加强针接种工作以来，虎林市坚持“日
会商、日调度”的工作机制，提前谋划部署安排。同时，虎
林市还推行三级包抓制，强化找人职责，提醒未及时接种
群众及时接种，全力助推域内新冠疫苗“应接尽接”。

虎林新冠疫苗
加强针接种率近九成

耕地“黑色越冬”。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孙伟民摄

拖拉机在翻地。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柏森摄

第三针加强针接种。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孙伟民摄

□文/摄 王文利 张明新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孙伟民 刘柏森

今年以来，鸡东县牢牢把握“十四五”发展大势，坚持开局就发力、起步就争先，紧紧抓住经
济建设的“牛鼻子”，把该县经济开发区作为经济发展主引擎，强服务、引投资、上项目、创生产。

入驻企业的投产为经济开发区高质量、高速度发展注入了澎湃的动力。前不久召开的全
省开发区改革发展工作调度会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鸡东县经济开发区国内生
产总值GDP增速达到683%，位居全省各经开区的第二位。

初冬时节，在鸡东县经济开发区内，投产企业忙着生产、在建项目紧张施工、外来客商现
场考察，到处是繁忙而热烈的景象。

开发区全景。 畅峰焦化厂区。

走进位于鸡东经开区化
工产业园的黑龙江畅峰焦化
有限公司，炼焦、洗煤、粗苯
等生产车间安全有序运行，
焦炉煤气发电站内煤气锅炉
和抽凝式汽轮发电机组高速
运转，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
景象。

畅峰焦化有限公司的前
身是成立于 1975 年的国营
永安焦化厂。2013年10月，
永安焦化厂改制成为民营企
业，更名为黑龙江畅峰焦化
有限公司。截至目前，企业
累计投资达6亿元。

畅峰焦化副总经理金翠
艳告诉记者，公司在鸡东县
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不断
发展壮大，特别是今年生产
稳中向好，截至 10 月末，焦
炭产能达到 42万吨，焦油达
到 1.5 万吨，粗苯突破 4000
吨，产值已达到12亿元。

今年，该公司投入 6300
万元，新建焦炉煤气发电站，
利用回收生产焦炭过程产生
的煤气进行发电，不仅能保
证全厂供电问题，还能每个
月保证 240多万千瓦时的上
网供电量，同时解决了周边
居民 6万多平方米的取暖问
题，也避免了煤气对空排放
给环境造成的污染。

同处在经济开发区的黑
龙江新医圣制药有限责任公
司的生产车间内，也是一片
紧张忙碌的生产场面。据企
业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该
公司发展势头强劲，前三季
产值已达 3455万元，均好于
前两年的同期。

鸡东县经济开发区一位
负责人告诉记者，开发区目
前总面积达到 11.1263平方
公里，下设化工产业园、工业
产业园和宝泉工业园。至目
前，入区企业共有14家，其中
已投产的规上企业有8家：黑
龙江鸡东畅峰焦化有限公司、
新医圣制药厂、黑龙江省鸡东
热电有限公司、鸡西市恒安鑫
鼎生物质能发电有限公司生
物质电厂项目、宝鑫碳化硅厂
有限公司、宝润洗煤厂有限公
司、宝富制砖厂有限公司和鸡
东宝泉无烟煤炭有限责任公
司宝兴煤矿。今年以来，这些
投产企业大都呈现购销两旺
的喜人局面。

一边是企业夜以继日地生
产，另一边则是项目紧张而有
序地建设。

走进黑龙江省百纵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聚萘二甲酸乙二
醇酯（PEN）、聚对苯二甲酸丙
二醇酯（PPT）等新材料和染料
中间体项目建设现场，工人师
傅正在架设电缆和安装管线。
目前，该项目甲类一车间主体
结构已封顶，内部的设备安装
也进入收尾阶段。

百纵新材料科技公司副总
经理杨勋告诉记者，该公司建
设的甲类车间是建设进度与设
备安装进度最快的一个车间，
属于项目的一期工程，将于 11
月末部分投产。一期项目达产
达效后，年产新材料及添加剂
1.5 万吨，年产值可达到 6 亿
元，上缴税金 6000 万元，带动
就业 400人。整个项目总投资
11.5 亿元，2021 年 5 月开工建
设，建设周期3年，预计在2024
年5月全部投产。

在鸡东年产 30 万吨生物
燃料乙醇项目建设现场记者看
到，众多技术人员、工人顶着寒
风，抢抓进度。

项目承建单位中建安装集
团有限公司东北公司鸡东乙醇
项目副经理李志林告诉记者，
眼下，该项目的潮粮烘干、玉米
净化、玉米仓储三个单元正在
进行单机试车。土建工程 47
个单体主体结构已全部完
成，装饰装修进入收尾阶段，
工程设备安装全部完成，工
艺管道安装完成 95%，现在正
在进行试压、保温、电气、仪
表工程施工。

30 万吨生物燃料乙醇项
目是省百大项目，由国投生物
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建设，
总投资12.97亿元，年加工转化
玉米92万吨，生产燃料乙醇30
万吨、DDGS饲料 27.2万吨。

目前，在鸡东县经开区，
除了百纵新材料项目和 30 万
吨生物燃料乙醇项目外，还有
热电联产项目、黑龙江民喜盛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0000吨聚
丙烯酰胺项目、箭达天下（黑
龙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
产 30 万吨特种碳黑项目、鸡
东 县 年 产 120 万 套 全 钢 和
1200 万套半钢子午线轮胎项
目等 4 个在建项目正在紧锣
密鼓施工中。

“生产一批、竣工一批、开工一
批、储备一批、谋划一批”，本着这样
的原则，鸡东县在服务好已投产企
业和在建项目的同时，一直在加大
招商引资的力度。

要想引来金凤凰，必须先栽下
梧桐树。

近年来，鸡东县全力打造外来
投资项目建设的“沃土”“蓝天”，“你
投资、我服务，你有事、我帮助，你发
展、我开路，为项目建设、企业发展
提供最优质的服务，营造最优越的
环境。”这是鸡东县委县政府在项目
签约仪式上多次做出的承诺。

为推动投资项目尽快落地，鸡
东县积极推动行政审批“加速度”，
全县上下一切围绕企业办，一切围
绕项目转，全周期服务支持企业发
展。制定完善了“首席服务员”制度
和工作职责，只有“特事特办”“研究
怎么办”，没有例外不办。推行了

“容缺受理”新机制和行政许可无时
限办理，真正解决了企业的愁事和
烦心事。鸡东县政务服务大厅于去
年建成并投入使用，从此企业、群众

“进一扇门办多家事”，真正实现了
“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鸡东县在全力招商、倾力服务
的同时，还加强经开区配套项目建
设，为项目早落地、早投产，确保企
业健康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外部条
件。近两年，开发区先后建成了
66KV输变电站项目、污水处理厂工
程、消防站建设项目、园区道路建设
项目、供水工程项目、综合管网建设
项目、铁路专用线项目、污水外排管
网项目、鸡东县商贸经济带建设道
路项目等。截至目前，经开区已累
计投资6亿元，预计到今年年底，总
投资将达7亿元。

今年，鸡东县招商引资取得丰
硕成果。截至目前，该县成功签约
并入驻经开区的亿元以上项目就有
5个，分别是：黑龙江省百纵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PEN、PTT等新材料
和染料中间体项目、民喜盛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新材料项目、润钰新材
料有限公司高端精细专用化学品建
设项目、箭达天下集团年产30万吨
新材料碳黑项目和年产 120万套全
钢子午线卡客车轮胎项目，签约总
额达39.94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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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刘吉盛 黑龙江
日报全媒体记者孙伟民）日
前，记者从虎林市有关部门获
悉，该市的八五四农场国家草
原自然公园目前已按工作进
度完成了生态修复，明年将进
入全面建设。

八五四农场国家草原自
然公园位于虎林市西大岗滞
洪区西侧，规划面积 500 公
顷。园内植物茂盛，有草本植
物小叶樟、沼柳、苔草、星星草
等20余种。东方白鹳、丹顶鹤
等国家一级保护鸟类，中华秋
沙鸭、白鹭、赤颈鸭、绿头鸭、
白眉鸭、鸿雁和中国官鸭等一
般鸟类，野生狍子、雪兔、赤狐
等小动物也在园内栖息。

去年 8月，它入选国家林
业和草原局首批国家草原自
然公园试点建设名单。按照
工作进度，11 月底将要完成
生态修复，明年要进入全面
建设。

虎林市确定其基本建设
原则为“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科学利用、高效管理”，并
将其划分为 4个功能区，即观
赏游憩区、生态保育区、科普
宣教区和管理服务区。公园
建成后可进一步提升草原质
量，扩展草原功能，推进林草
融合发展。

公园建成后，将根据景观
资源分布特点和区域旅游市场
需求，开展多种的生态旅游活
动：科技观光、运动健身、特色
主题、军垦文化 4大产品系列
和生态、科技、运动、赏鸟、摄
影、亲子游、现代化农业和军
垦文化展示 8个旅游品种。

至目前，除了八五四农场国家草原自然公园，
虎林市境内还有 2个国家级公园，即乌苏里江国
家森林公园和虎林国家湿地公园。另外，虎林还
有珍宝岛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方红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月牙湖自然保护区和虎口湿地自然
保护区 4个国家和省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总面
积19.65万公顷，湿地总面积8.09万公顷。

虎林市全域森林草原覆盖率达 35.2%，环境
空气质量保持国家二级标准，地表水质保持国家
三类标准，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虎林市曾荣
膺首批国家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和全国绿化模
范县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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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鸟瞰。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孙伟民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