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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芬河自贸片区绥芬河自贸片区

深化深化放管服放管服改革改革 打造营商高地打造营商高地

□文/摄 付晓军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杜怀宇

12月的绥芬河虽已寒风凛
冽，但项目建设的步伐却没有停
歇。作为省市百大项目之一的
绥芬河互贸（国际）物流加工园
区项目，正在抢抓工期，紧张建
设，预计12月末即可投入使用。

记者看到，施工现场一片火
热。办公楼区域正在进行内部
装修，厂房和库房区域的主体施
工已经完毕，工人们有序配合，
正在进行外板安装和保温等施
工。绥芬河互贸（国际）物流加
工园区项目代建办副主任李宏
宾介绍说，现在正在施工的是 7
个厂房、7个库房。7个厂房已完
成 50%，预计 12月中旬全部达到
厂家进场安装设备的条件，1至4
号库房现在已经具备了厂家进
场使用的条件，配套设施包括场
区的路面、地下管网都已基本完
成。

绥芬河互贸（国际）物流加
工园区项目由黑龙江省交通投
资集团投资建设，园区主要用于
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建设粮食加
工区、油脂类加工区。由于时间
紧、任务重，同时存在冬季白天
施工时间短、用于消防水池的防
水材料在低温下施工难以保证
质量等困难，施工方加大了人员
和机械设备的投入力度，保障能
够按照计划完工。

项目运营达产后可实现 10
万吨级储粮规模，年加工油脂类
和饲料类俄粮 50万吨。可完成
总产值 20 亿元，实现税收 1 亿
元，带动就业1000人。

绥芬河实木家居产业园项
目也是省百大项目之一，位于绥
芬河边境经济合作区内，是以生
产实木地板、实木复合地板、实
木家具、实木橱柜为主的加工园
区。该项目正在抓安全、抢工
期，加速推进建设。进入冬季以
来，实木家居产业园项目建设现
场如火如荼，工人们克服气温
低、施工困难的同时，加紧施工，
确保项目如期完工，早日投产。
大型机械与人工配合施工，一派
繁忙景象。目前，实木家居产业
园一期工程1、3号厂房钢结构施
工已经完成，正在进行室内给排

水、消防管线施工和门窗安装。2号厂房正在进行
墙面、屋面板安装。黑龙江绥建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总经理周丽娟说，实木家居产业园项目共分四期，
目前建设的是一期，建筑面积3.8万平方米，从开工
至今，已经完成了管线的铺设，道路硬化，1、2、3号
厂房及综合楼的建设。进入冬季，室外施工项目正
在克服天气寒冷等诸多不利因素，创造条件寒地施
工，一方面做好物料的保温措施，一方面也做好施
工人员防寒保暖。

2021 年，绥芬河市共推进 26 个省、市百大项
目。其中，省百大项目 3个，市百大项目 23个。接
下来，绥芬河市将深入落实冬季建设重要部署，做
到“隆冬”不“猫冬”，继续加强重点项目建设，加大
项目推进力度，确保年前建设任务顺利完成，为明
年实现“开春即开工”赢得主动权，助力全市经济高
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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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摄 曲香泓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杜怀宇

绥芬河城市建设突飞猛进，城市面貌
日新月异，人居环境不断改善。如今，每
一个生活在绥芬河的人都切身感受到这
座城市的变化：道路平了，交通畅了，夜景
靓了，公园美了，环境越来越怡人了……
良好的宜居环境让百年口岸正散发出更
加独特的魅力。

今年以来，绥芬河市继续高品位推进
城市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快、休
闲娱乐景观增多、绿化美化亮化持续提
升，城市面貌的变化凸显出惊人的“绥芬
河速度”，传递着民生至上的温度，百姓的
幸福感、获得感日益增强，满意度不断提
升。而城市“蝶变”的背后，是绥芬河市委
市政府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落地
生根，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
理念的生动实践。

改善人居环境改善人居环境 打造宜人打造宜人““温度温度””
2021年，绥芬河市紧扣全国文明城复

检、全省第四届旅发大会召开的契机，突
出服务民生、促进发展的主线，加大投入，
不断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人居环
境，城市功能日臻完善，城市品位得到进
一步提升。

冬日暖阳下，走在绥芬河大街小巷，
四向环望，道路整洁，交通井然有序，一个
个新建的足球场、公园广场映入眼帘，孩
子们在那里玩耍嬉笑着。一座亮丽、整
洁、宜居的“温度之城”正悄然改变着绥芬
河百姓的生活。

足球爱好者王先生告诉记者，近年
来，绥芬河变得非常漂亮，不仅街道社区
整洁，而且周边多了很多公园、足球场。
他每天早上都来小区附近的足球场跑步
提高身体素质，现在绥芬河增建了高标准
的足球场，每逢周末，他都会约朋友来这
里踢上一会儿，觉得十分过瘾。

民生所指，政府所向。绥芬河投资
850万元新建了5个足球场，加上此前的3
处，共有 8处足球场，可以满足市民全天
候不同时段健身和足球比赛的需要。

在城市建设中，绥芬河市加快市政基
础设施建设步伐，改善市民出行环境，先
后对黄河路、新开街、龙须沟步行街等 38
条主要街路进行升级改造，并对市区内其
他街路、小区进行局部罩面维修，总面积
14.25万平方米。更换人行步道板、改造
混凝土停车位共7.8万平方米。此外还改
造、新建了1.5万平方米停车场，新增停车
位 8300多个，极大地缓解了市区停车难
问题，为市民营造了更加整洁通畅的交通

环境。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增设停车

场、停车位，打通断头路，修建破损道路步
道板，改造老旧楼体、供水、供热管网，实
施污水治理……一项项民生工程极大地
改善了通行状况和环境面貌，让边城百姓
的生活环境更美，幸福指数更高。

擦亮擦亮““三张名片三张名片””提升城市提升城市““颜值颜值””
城市之美，美在“颜值”。蓝天碧水、

亭台相连、小径蜿蜒，坐落在天长山与地
久山间的爱情谷主题公园成为中外游客
休闲娱乐的“网红打卡地”。绥芬河市以
筹办旅发大会为契机，打造“城在林中、人
在园中”的人文景观，着力提升城市人文
内涵，充分彰显了“百年口岸”“红色通道”

“浪漫边城”的独特魅力。
记者了解到，自去年以来，绥芬河市

新增绿化面积 50.52万平方米，市域绿化
覆盖率达到 80%，基本达到了市区内“300
米见绿，500米见园”的美化绿化效果。新
建改造迎宾峰公园、革命烈士纪念碑广
场、火车头广场等 26个公园广场。一个
清新亮丽、风情独特的城市画卷正徐徐展
现在市民面前。

市住建局局长王立军说，今年，按照
市委市政府要求，围绕城市建设管理和旅
发大会项目，他们明确了“景城一体”的定
位，努力做到“城在景中建，景在城中

现”。在自然景观上，围绕“城近山水、山
水进城”“特色绿色、规模绿化”“增绿地、
存净地”三个方面，存活水、留灵气，让群
众出门见绿，人在城市中，仿若田园里；在
人文景观上，突出“异域风光，欧陆风情”
的边境风采，擦亮“百年口岸”“红色通道”
和“浪漫边城”三张名片。

数字最有说服力。2020年以来，绥芬
河市实施园林绿化工程项目 24项，主要
对爱情谷周边以及旅发大会沿线等地开
展绿化工作，对北海公园、党史教育基地、
纪念碑广场等 54处景点景区和临街楼体
实施亮化改造；推进旅发大会观摩沿途美
化工程，维修建设 301国道大字工程、欧
式公交站牌、市区楼宇粉刷、中共六大历
史资料馆环境整治等 15项美化工程及附
属配套项目；清理治理河道 20公里，新建
跌水坝 8处，形成特色生态水系景观，城
市形象更加富有魅力、城市夜晚更加绚丽
多彩。市住建局副局长周明永说，未来五
年，绥芬河市住建局按照市委市政府部
署，紧扣“百年口岸”“红色通道”“浪漫边
城”三张城市名片，深入挖掘城市文化资
源，将建设一批独具绥芬河特色的地标性
历史人文景观，凸显边城特色城市风貌。

生态越来越好、环境越来越美，这是
生活在这座城市的绥芬河百姓的共同感
受。一座有“温度”更有“靓度”的百年口
岸正在展露英姿。

打造宜居环境 提升城市“颜值”

本报讯（田晓慧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杜怀
宇）伴随着冬天来临气温骤降，值守在全市各小区卡
口的机关干部冲锋在前，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履职
尽责，毫不懈怠。

在近期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中，绥芬河市总计
下沉机关干部 1800余人，负责值守包保全市 330个
小区和村屯卡口。他们化身疫情防控“宣传员”“讲
解员”“监督员”，提醒行人严格落实扫码、测温、戴口
罩等疫情防控措施，一丝不苟地完成着看似繁杂、重
复、单调的疫情防控工作，为全市疫情防控大局贡献
力量。大家以实际行动践行着“疫情不退，我们不
退”的诺言，为全市人民守好家门，织牢织密疫情防
控网作出了突出贡献。

市营商环境局科员扈宝丽说，这两天天冷路滑，为
了及时到岗，都要比之前早出门，卡口也比之前冷很
多，但是为了守护市民的健康，这一切都非常值得。

疫情防控

千余干部冲锋在前

□尹金婵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杜怀宇

疫情防控常态化以来，绥芬河市涌现出了许多
像“豆浆哥”“奶茶姐”一样的志愿者，他们舍小家为
大家，一直战斗在防疫一线，发挥着自己的光和热。

近日，在市体育馆，有许多身穿红马甲的人员穿
梭忙碌在新冠疫苗接种点，他们中间有企业老板，有
个体经营者，有刚毕业的大学生，在这里他们有同一
个名字——志愿者。在门前查验“双码”、测温、提醒
接种疫苗的居民注意“一米线”安全距离，协助市民
登记……他们的工作细碎而忙碌。志愿者们从早7
时 30分就要到达工作地点，换上隔离服，开始忙碌
的一天，一直到下午 5时以后。有时一站就是几个
小时，他们中有的冻伤了脚，但依然坚守在岗位，只
为那一抹属于青春的“志愿红”。志愿者范晓杰说，

“疫情防控初期我就响应团市委的号召，成为一名光
荣的志愿者，看到许多逆行者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抗
疫最前线，深深打动感染着我，也激励着我。以后，
只要我身体还允许，我还会义无反顾去做，努力去
做。”

志愿者范威达说：“经历这样的洗礼是一种幸
运，逆向而行，共同战疫，我们责无旁贷。我们的城
市虽小，但人心很美，负重前行不计回报，我们愿意
为家乡作出贡献。”

绥芬河团市委书记边雪菲说：“年初以来，从疫
情防控到环境卫生整治，从文明劝导到公共募捐，

‘志愿红’从未缺席。你若微光、星河璀璨。在这里
我们也呼吁全社会的爱心人士，都能够加入到我们
这个有爱的大家庭里，为这座城市贡献自己的一份
青春和力量。”

“志愿红”坚守岗位

□文/摄 曲艺伟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杜怀宇

今年年初至 12月 1日，经绥芬河铁路口岸进出
境的中欧班列累计开行486列、发送货物22190标箱，
首次实现年内突破400列大关，班列开行数量再创历
史新高，呈现持续快速增长态势，为沿线国家共建“一
带一路”、实现互利共赢发挥了桥梁纽带用。

绥芬河铁路口岸今年8月份创下中欧班列单月
开行67列的历史最高纪录。从2018年开行至今，班
列年开行数量实现从 20列到突破 100列、200列再
到 400列的“三连跳”，连续 10个月同比实现 2位数
增长，年内首次突破400列大关。

为保障国际物流通道稳定畅通，绥芬河铁路口
岸加强国际联运协调，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要求，积极
配合口岸监管部门提高通关能力和作业效率，实现

“无纸化通关”，加强班列运输组织和动态管理，实现
中欧班列稳定增长。

绥芬河铁路车站交接所车间内勤值班员林松
说，为确保中欧班列的顺利开行，他们加强与俄铁国
境站的沟通和协调，准确掌握班列在国外的发车时
间、辆数和品类、种类。班列入境后，开辟绿色通道，
办理交接票据，积极配合海关查验，优先组织挂运和
换装，优质服务企业和客商，确保班列在口岸站的畅
行通达。

铁路口岸

中欧班列“三连跳”

本报讯（姜程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杜怀宇）
面对国际国内严峻复杂的疫情防控形势，为坚决守
住“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底线，绥芬河海关缉私分
局加大巡查和打击力度，依法处理涉案人员，形成打
击走私犯罪的强大威慑力。

今年以来，绥芬河海关缉私分局严厉打击走私
违法犯罪活动，共侦办通过运输工具夹藏走私案件
14起，处理涉案人员34人，查获羚羊角200根、虎骨
212块、人参 578株，以及电子烟弹、海参、药品等大
量走私货物物品。6名犯罪嫌疑人被判处 2年到 11
年不等有期徒刑，共处罚金 1800余万元。同时，绥
芬河海关缉私分局克服警力有限的困难，在保持走
私案件侦办力度的同时，积极组织警力对进境铁路
沿线重点区域和重点时段进行突击巡查，对多名在
边境线附近直播人员和游玩群众进行劝返，有效降
低了疫情传播风险。

海关缉私

严厉打击走私犯罪

绥芬河口岸进出境列车。

绥芬河互贸（国际）物流加工园区项目厂房即将
投入使用。

冬日绥芬河冬日绥芬河。。

“承诺即开工”助企业早达产达效

自贸片区成立两年来，绥芬河市营
商环境建设监督局持续加大对重点项
目扶持力度，开辟重大项目审批绿色通
道，将企业投资推上快车道。作为我省
百大项目，年初动工的绥芬河实木家居
产业园标准化厂房建设项目受到了特
别关注。作为项目专班的首席服务员，
项目牵头部门的主要领导倒排时间表
全程跟踪进展，行政审批局建设项目综
合受理窗口前台一窗受理后台并联审
批，为项目快速落地提供了有力保障。

负责该项目施工的绥东试验区发
展运营集团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刘欣
林说，绥芬河实木家居产业园项目进展
非常顺利，一经立项便得到了绥芬河市
委市政府和相关部门的鼎力支持。营
商局政务服务大厅开启了大项目建设
绿色通道，从手续办理到施工建设全程
领办代办，通过容缺受理短短不到一年
时间，项目就实现了主体封顶，大大缩
短了时间成本和投资成本，为企业抢抓
工期尽早达产达效创造了条件。

对于企业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商
机转瞬即逝。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负
责人谷先明对记者说：“企业从瞬息万
变的市场中发现了机遇，我们不能让它
在眼皮子底下溜走。”要助推企业把握
机会，那就得突破常规、容缺受理、快捷

审批，和市场比速度和竞争城市比效
率，将“承诺即开工”落到实处，用到重
点项目的刀刃上。2020年绥芬河市实
施“承诺即开工”创新审批制度改革，截
至目前，自贸片区行政审批局已受理推
进了 15个“承诺即开工”项目，以“标准
地”形式为符合片区产业发展方向的社
会投资工业类、仓储类项目办理了开工
手续。

在绥芬河边境经济合作区万鸿利
通木业公司现场记者看到，虽然室外大
雪纷飞，但生产车间内却一片热火朝天
的加工场面。很难想象现在的加工车
间，在年初还是一片空地。万鸿利通是

“承诺即开工”政策的受益者之一。万
鸿利通公司生产厂长孙光说，过去光是
跑审批、办理各种前置要件就得一年时
间，从立项到投产没个三年下不来。现
在绥芬河实行“承诺即开工”，边建设边
跑手续，现在厂子投产了，公司见到效
益了，各项手续也补齐了，不到一年时
间生产经营就步入了正轨。这“承诺即
开工”真是个好政策，为我们企业节省
了宝贵的时间和建设成本，我们感觉特
别满意，自贸区的发展大有希望。

“一件事”“一网通办”便民利企

改善营商环境，首先要从思想上出
发。绥芬河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做亲
商护商的“首席服务员”，倾心培育“亲”

有温度、“清”有尺度的新型政商关系,
把服务理念贯彻到帮企助企的实际行
动中，把企业的事、群众的事当成自己
家的事。创新工作方法，再造流程，实
施“一件事”改革，从企业、群众办事的
角度审视工作流程，形成全链条集成服
务。不是问一件答一件，不问不答漠不
关心，等着企业去四处碰壁，碰到问题
再回头找，而是想在前头，服务于未提
出问题之前，在困难发生之前，为企业
和群众办事提供真正的方便。

如果说“一件事”是穷尽人力，那么
“一网通办”就是“善假于物”。绥芬河市
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落实推动“一网通
办”实现了从“拐弯抹角”找人办，到足不
出户自己办转变。“一网通办”业务组织
绥芬河市各单位业务办理系统与省、牡
丹江市平台对接，梳理绥芬河市域政务
服务 1229项，录入省一体化平台，实现
应接尽接、应上尽上，通过这一改革措
施，实现了1170项各类商事和个人业务
网上办，网上可办率达 95.1%。无须东
奔西走，点点鼠标把事儿就办了。

政务服务就是要让信息多跑路，群
众少跑腿。近年来，绥芬河市营商环境
建设监督局推进的“最多跑一次”改革，
进一步简化办事流程，压缩审批时限，
实现提速 50%。目前梳理公布 1247项

“办事不求人”清单和 1236项“最多跑
一次”事项清单，公开承诺最多跑一次，
让企业、群众办事真方便。

□文/摄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杜怀宇

绥芬河自贸片区获批以来，围绕“创新驱动发展、自贸引领未来”发
展理念，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市优化营商环境各项决策部署，坚持从
市场主体需求出发，发扬“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的自贸精神，不断深
化“放管服”等重点领域改革，片区营商环境持续改善，绥芬河自贸片区
日益发展成为企业投资的热土，创新发展的新高地。

绥芬河自贸片区绥芬河自贸片区
政务服务中心政务服务中心。。

绥芬河夜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