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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杨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孙昊
滔滔嫩江水，

碧波荡漾，滋润着齐
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
尔族区的田野村庄，见
证着全区人民激流勇进、
自强不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民族区的奋斗历
程。

梅里斯，达斡尔语意为“有
冰的地方”，全国唯一的市辖达斡
尔族区，全区总人口 12.5万，其中达
斡尔族人口 1.2万，占全国达斡尔族
人口的十分之一。这里是文化达乡，
有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和人文积淀；
这里是发展达乡，有着欣欣向荣的兴旺产
业和发展势头；这里是生态达乡，有着纯净
的碧水蓝天和秀美的田园风光。

近年来，梅里斯区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省
市委决策部署，贯彻新发展理念，开启新发展征
程。全区各民族同胞紧紧相拥，手足相亲、守望相
助，累计投入资金 4.49亿元，全面解决“两不愁、三
保障”等问题，形成了城乡面貌日新月异、干部群众
人心归聚的良好局面。

今日梅里斯，坚定不移走好农业现代化、
工业集群化、文旅产业化、生态价值化
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一幅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民族区的壮
美画卷正呈现在人们面
前，并不断地铺陈延
展……

走进嫩水达乡，民族广场上达斡
尔族哈库麦勒舞蹈雕塑，热情地迎接
着来自远方的客人。近年来，梅里斯
区坚持人民至上、民生为本，采取一
系列有效举措推动民族区发展，文
化、教育、医疗、饮水、住房等建设水
平全面提高，社会和谐稳定，群众安
居乐业。

全省首家达斡尔族非物质文化
遗产体验馆在雅尔塞镇哈拉新村落
成，曾经蒿草遍地的贫困村卧牛吐镇
额尔门沁村，成为游人纷至沓来的旅
游打卡地，红星盈果蔬小镇是孩子们
采摘的乐园……深度融合的文化旅
游产业，正日渐成为助推梅里斯达斡
尔族区经济转型升级发展的重要引
擎。

文化是民族区实现全面社会主
义现代化的重要内涵所在，旅游是实
现人文享受和价值转化的具体路
径。近年来，梅里斯区紧紧依托民族
文化优势、生态资源优势和地理区位
优势，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
目标，以争创 2023年黑龙江省第六届

“旅发大会”指定参观点为牵动，结合
中央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为主线，不断强化顶层设计，编制《梅
里斯达斡尔族区全域旅游发展规
划》，进一步明确旅游产业的发展定
位、产业布局、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
通过规划引领、项目带动，进一步推
动文旅产业化发展。以“卜奎故地·
嫩水达乡”为主题，充分展示梅里斯
区齐齐哈尔发祥地、绿色生态、达斡
尔故乡等为主要特色的文旅品牌。

强化旅游要素配置，在吃上，聚
焦达餐、大片肉、杀猪菜等特色餐饮
整体提升发力；在住上，聚焦哈拉新
村、额尔门沁村、青年林场等民族特
色和生态特色民宿开发建设发力；在
行上，聚焦达斡尔勒勒车、共享单车、
水上游艇等交通工具配备发力；在游
上，聚焦哈拉新村、额尔门沁村、青年
林场、梅里斯湖等景区设施配套发
力；在购上，聚焦达斡尔手工艺品、绿
色生态产品等旅游纪念品营销发力；
在娱上，聚焦乌钦、哈库麦勒、扎恩达
勒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精品剧目和库
木勒节、抹黑节、冬捕节等节庆活动
打造发力。

强化融合发展，通过“旅游+文
体”发展民族游，“旅游+农业”发展乡
村游；“旅游+生态”发展康养游，“旅
游+工业”发展工业游，“旅游+研学”
发展研学游等方式，延伸旅游产业链
条，实现旅游与一二三产业融合协同
发展。

文旅产业

全区发展
重要引擎

大型生产建设车辆往来穿梭，一座座厂
房拔地而起，企业车间里机器轰鸣……在齐
齐哈尔国家高新区梅里斯产业园处处是一片
忙碌的景象，助力达乡经济腾飞的引擎已经
开启。

近年来，梅里斯区立足发展实际，把握新
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
以融入全市“六区一体化”发展为方向，立足综
合实力、补齐工业短板、现代农业发展、民生改
善、民族文化旅游、生态文明建设“六个新突
破”，抓好“十个一批”具体实施，在推进农业现
代化、工业集群化、文旅产业化、生态价值化持
续发力。在农业现代化上，着力构建农业产
业、农业生产、农业经营三大体系。在工业集
群化上，抓好项目谋划和招商引资，着力打造
全产业链加工体系、全产业链流通体系、全产
业链销售体系，按照“1+2”模式，着力抓好黑龙
江省梅里斯经济开发区和乡村产业园、轻工业
产业园建设。在文旅产业化上，积极推动达斡
尔族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打造达斡尔民
族风情旅游廊道和嫩江生态旅游观光带。在
生态价值化上，以抓好环境保护和治理为基
础，实施提升生态农畜产品价值、发展新能源
产业、推动生态旅游康养产业发展三大路径。
通过一系列的举措，实现了一产强、二产优、三
产活，用切实管用的招法回答了“实现什么样
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这个重大问题。

在嫩水达乡这片肥沃的黑土地上，梅里斯
贯彻新发展理念，正在埋头写就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民族区这篇大文章。日前，梅里斯
达斡尔族区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今天的梅里
斯，正处在一个极为重要的发展关口，一定要
切实担负起推动全面振兴发展的历史责任，切
实担负起让各族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生活
的时代责任，团结和带领全区广大干部群众，
继往开来、奋勇前进，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伟大实践当中，谱写达乡高质量发展新
篇章。

多措并举

走高质量
发展之路

□杨杨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姚建平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
斡尔族区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作为出发点和
落脚点，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标尺”，扎实推进“我
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持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和满意度。

把好事办实 把实事办好

为真正把好事办实、把实事办好，梅里斯区采取
集中座谈、走访调研、实地走流程、上门问需、公众号
后台留言等方式，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建议，梳理出群
众急需办理的事项和重点民生项目 138项，形成了
全区“我为群众办实事”台账。区委主要领导亲自
抓、负总责，先后组织召开实践活动专题推进会议和
工作专班推进会议 14次。分管区领导半月一调度、
一月一通报，具体抓、抓具体、全程抓。各单位按照
台账事项明确责任，列出清单，挂图作战，压茬推进
各项任务落地落实。

从加强老旧小区改造，惠及群众 750户，到全力
保障冬季供暖，推动九洲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投产
运行，保证居民家中温度达标，实现主城区清洁能源
供暖。从健全医疗保障体系，完善异地报销审批流
程，累计实施异地就医报销 717.56万元，到坚持巩固
脱贫攻坚成果，保持 7个方面 32项政策不变，确保脱
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从全面推进“双减”工
作，将课后延时服务与学生作业辅导、学科实践、课
外阅读等有机融合，到举行中小学新生线上“阳光分
班”，切实促进教育公平。从党员志愿服务助力办好
实事，开展人人都是项目建设服务员、助力疫情防
控、助力秋收生产、入户扶贫解困等志愿活动，到建
立“住建 360”党建品牌，打造“红色住建、民生住建、
创新住建、法制住建、绿色住建、廉洁住建”六大服务
品牌……

梅里斯区用一桩桩、一件件实事，把人民至上的
理念体现在行动上、落实在
工作中。截至目前，梅里斯
区“我为群众办实事”台账
138项事项全部完成，将“民
生清单”变为群众“幸福账
单”。

惠民项目公开

“民声”决定“民生”

梅里斯区注重成果公
示和宣传引导，采取新闻发
布、媒体宣传、网站公示、面
对面评议、问卷调查等方
式，把实施各类利民、惠民
项目进展情况和实践活动
进展向社会公开，让群众监
督，请群众评议。他们推出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成果展示》栏目，向全区
广大干部群众集中公示区
级领导“走流程”、党员志愿

服务、开门办民生等 138项“我为群众办实事”台账
办实事进展。策划《达乡民生问政》栏目，全区 32个
涉及民生部门年初向社会公开承诺，半年进行进展
跟踪，年底通过网络投票和现场会打分等形式集中
展示实践活动成果，由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机关
干部、人民群众进行打分评议，并将结果向全区人民
群众公开公示。持续开展问卷调查，向机关干部、企
业职工、城乡居民等发放纸质调查问卷，制作网络调
查问卷链接 21条，实现了民生工作由“政府配餐”到

“百姓点菜”、由“为民做主”到“由民做主”、由“政府
督查”到“百姓监督”三个转变，真正让“民声”决定

“民生”。

形成常态长效 巩固拓展制度性成果

梅里斯区把“我为群众办实事”作为党员干部的
永恒课题、终身课题，认真总结实践活动取得的各方
面成果和经验，把学习教育、推进落实、为民服务等
行之有效的做法上升为制度，围绕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常态化便民服务、党员
志愿服务等工作，制定出台《“你难我来办”党员志愿
服务窗口实施方案》《梅里斯达斡尔族区免除殡葬基
本服务费用实施办法》《梅里斯达斡尔族区农药包装
废弃物回收实施方案》《在职党员“问需日”工作实施
方案》《“住建 360”党建品牌实施方案》《梅里斯达斡
尔族区课后看护工作方案》等 16项服务群体广泛、

可操作性强、务实管用的工作机
制，形成一批务实管用
的民生实事制度性成

果。

“民生清单”
变“幸福账单”

青年党员在梅里斯英烈纪念馆聆听讲解员讲述革
命英烈的事迹。

齐齐哈尔国
家高新区梅里斯
产业园。

远近闻名的梅里斯香瓜。

梅里斯区“双语”宣讲。

库木勒节文艺工作者演唱《唱支山歌给党听》。

身着达斡尔族服装赏冰乐雪的游客。

金色的稻田金色的稻田。。

丰收的洋葱。

哈拉新村达斡尔族传统民居。

九洲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并网发电。

本版图片均由梅里斯
区委宣传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