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陈志伟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
者刘大泳）7日，位于松花江畔的佳木斯
冰雪大世界正式对外开放，一个以“梦
幻冰雪，童话世界，激情冬奥”为主题
的冰雪乐园呈现在游人的面前。

据了解，本届佳木斯冰雪大
世界占地 7 万平方米，用雪量
17000 立方米，用冰量 3000 立方
米。游玩项目达 20余项，独立冰
雪雕刻 20余处，从“冰雪奇缘”到

“冬奥精神”结合冰雪雕刻的技艺
和多种现代材料的运用，使得景
观精巧美观。

前门的“梦幻童话城堡”长 26
米、高 12米，是佳木斯冰雪大世界的
标志性建筑，随着阶梯蜿蜒向下，游客
将开启一段“漫游童话时光”之旅。大型
雪雕“冰雪奇缘”是历年来最长最高景观。
冰景“激情冬奥”，以五环为主体，弘扬奥运
精神。 陈志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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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孙婧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刘亿服）佳木斯
市持续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城市信用水平不断提升。
城市信用体系建设喜讯频传：信用数据归集量全省第一、全
省“双公示”季度评估全省第一、城市信用综合排名全省第
一、市信用平台获得全国2021年度市级“特色平台网站”荣
誉称号……

佳木斯市营商局升级建设市信用信息平台和网站。信
用网站增设“区县信用”模块，全面反映县（市）区的信用建
设新动态。增加了个人信用积分查询、信用+场景应用、商
家入驻、活动参与和“双公示”校核等功能。信用平台完成
了与政务一体化平台的对接，实现了信用信息自动查询、自
动奖惩、自动监管、自动反馈，目前，政务一体化平台共调用
信用信息14万余次。

加大信用信息归集力度。实现水、气、仓储物流、社保
以及工伤等316类信息的归集，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归集数
据 1.26亿条，其中法人及其他组织数据 3527万条，自然人
数据 9075万条，归集数据量全省第一，为开展信用积分及

“信易+”场景应用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
持续优化“双公示”工作。实现了“月通报”“季评估”制

度，本年度已下发月报11期、季评估报告3期，对各县（市）
区和市直部门“双公示”情况进行统计分析，针对问题提出
要求，提升了全市数据录入质量和及时率，在全省“双公示”
工作三个季度评估中均位居首位。

积极推进政务诚信建设。按照省“诚信龙江”小组工作
部署，佳木斯市启动了政务诚信乡镇、街道、社区试点创建
活动，向阳区桥南街道，汤原县汤原镇、前进区园林社区等
11家单位作为试点，不断发挥基层首创精神，发放《信用知
识手册》和宣传扇子，组织公职人员开展“诚信进乡村”，组
建由街区商户参与的诚信联盟，建设诚信宣传工作文化站
等，积累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加强信用应用场景创新力度。开展诚信商圈暨“码上
诚信”活动。出台《佳木斯市诚信商圈创建实施方案》，将创
建“诚信商圈”工作与市场主体“码上诚信”工作紧密结合，
引导企业通过“码上诚信”主动向社会“亮码”，展示信用状
况，目前，已为 10503家企业“赋码”，并在信用网站制作上
线全省首个“码上诚信”地图。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屡获第一

本报讯（孙婧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刘亿服）日前，记
者从市商务和经济合作局获悉，佳木斯市四家企业被认定
为省第五批“龙江老字号”。四家企业分别是，冬梅大豆食
品有限公司、二十三粮油食品有限公司、多多药业有限公
司、黑龙江苏木河酿酒有限公司。

老字号是指历史悠久，拥有世代传承的产品、技艺或服
务，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背景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取得社会广泛认同，形成良好信誉的品牌。老字号承载着
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是新时期诚信兴商的核心内涵和宝
贵财富。

冬梅大豆食品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冬梅”牌豆
粉、豆奶粉、豆浆粉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冬梅”商标最
早于 1981年注册使用，“冬梅”在老百姓心中是口感的保
证。二十三粮油食品有限公司的前身是二十三粮店,1952年
建店，是国家级放心粮油销售企业。多多药业有限公司始建
于1969年，企业走过国企改制、民营股份制、民营上市公司并
购的发展历程，在不断发展壮大中，企业提出建设质量效益型
百年企业的发展目标。黑龙江苏木河酿酒有限公司的苏木河
白酒创建于1959年，企业始终坚持传统工艺烧制，其酒体清
亮透明，酒质口感醇厚、丰满、内涵丰富、品质上乘，是年产300
吨优质清香型大曲酒企业。

四企业获评
“龙江老字号”

本报讯（商松林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刘亿服）“太好
了，真的谢谢你们，终于有个自己的家了，价格便宜质量还
有保障，真是太感谢这个政策了。”来自向阳区的马先生在
抽到满意的房源卡后，高兴地对工作人员说道。

新年伊始，像马先生一样拥有了属于自己房子的困难
家庭还有很多。为不断加大住房保障工作力度，切实解决
城镇中等偏下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问题，按照佳木斯市委
市政府的总体部署，四城区顺利完成公共租赁住房抽签分
配大会。

分配大会当天，向阳区的322户困难家庭喜获新居；分
配现场的门口早早排起了长队。“大娘，这个地方滑，我扶您，
咱们慢些走”，看见李大娘拄着拐棍独自前来，工作人员赶紧
迎上前去搀扶。天气虽然寒冷，但排队中的群众激动与欣喜
的情绪蔓延了整个现场，大家你一言我一语都在赞许政府
的惠民政策。

向阳区的公租房房源位置主要坐落在江山东兴城、新
汽车客运站西、西郊福苑、山上人家、南兴小区、模范安置
区、五一村、四海嘉苑等 25个小区，房源覆盖面积广，地理
位置优越，周边生活配套设施齐全。

东风区共分配保障性住房 330套，惠及城镇低收入家
庭住房困难人群498人，330名申请人按照规定流程签订了
租赁合同，获得新房，其中5名申请人选择弃权。

郊区经过现场公开抽号，338户符合条件的家庭分配
到公共租赁住房，其中公租房193户，廉租房145户。

前进区共有 261户家庭喜获新居，此次分配的房源共
286套，共发放了 261套房屋。其中公租房 135套，廉租房
126套。此次分配工作严格遵守“三级审核、两级公示”制
度，秉持“公开、公正、公平”原则，按照“先抽取顺序号，再抽
取房源号”的顺序，有序登记信息，公布房号，签订租赁合
同，全程接受公证处、各区纪委及新闻媒体监督，过程全透
明。

公共租赁住房分配满足了百姓迫切的居住需求，让他
们有了幸福感和获得感。“感谢政府这么好的政策，我们终
于有了温暖踏实的房子住了，这回可以在新房子里过年
了。”前进区粮库社区张凤英激动地说。 陈志伟摄

公共租赁住房
春节前入户

15件民生实事 打造

□文/潘蕾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大泳 刘亿服 摄/宋洋

检验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群众是否
真正得到了实惠，百姓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
善。佳木斯市统筹推进党史学习教育，三江大地
正凝聚起支撑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强大力
量。

2021年3月，佳木斯市政府确定2021年15
件民生实事，并面向社会进行公示。15件民生实
事，涵盖便民服务、交通治堵、教育医疗、养老助
残、公共安全等多个方面。同时依据信访矛盾突
出、12345政务服务热线反映问题较为集中的线
索，在衣、食、住、行等方面梳理出一批与群众生活
息息相关、急需解决的实事，回应百姓最关切的问
题，打通堵点。佳木斯市委市政府主动作为，解决
难点，强力解决一批工作推进难度大、与人民群众
向往美好生活的期盼不相符等问题，充分提升群
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针对市民“停车难”的困扰，自2021年9月起，经
过科学布局、合理筛选，佳木斯市陆续开放全市机关
事业单位停车场。3000多个过去政府机关公用的
停车泊位面向百姓开放。拆了“围墙”通“心墙”，开
放机关事业单位停车场，让百姓享受到停车便捷，也
拉近了百姓与政府的距离。“真的是太方便了。原来
晚上回家稍微晚些就没地方停车，现在不用担心了，
政府替百姓考虑得太周到了，生活在这样的城市里
幸福满满。”郊区市民刘莹说。

为了让百姓生活环境更美好，佳木斯市聚焦各
公园、广场的公共基础设施改造和提升，不断提升公
园管理水平，对西林公园、杏林湖公园、沿江公园、兴
梅公园、站前公园等城市公园进行了改造升级。为
了让更多居民享受到“推门见景、出门入园”的幸福
生活，该市加大建设“口袋公园”的力度，“300米见
绿，500米见园”的目标正在实现，转角就能遇见美，
这已不再是一种奢望。

以“点线面”相结合为出发点，佳木斯市以老
旧小区改造为主体，以特色街区打造为突破点，着
力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短板，城市品位
不断提升，治理能力和管理服务水平不断提高，区
域中心城市建设提档升级，“六横三纵”的特色街
区布局正在形成，居民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

小至一厘一毫，大到千家万户。这些数字变化
的背后，是个体在大时代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是人们在日益美好的生活中享受到为群众办实
事的果实。一件件民生实事打造出群众最喜闻乐见
的“幸福佳木斯”。

2021年底，15件民生实事均得到了有效的解决和改善。
城市出入口景观绿化、道路桥梁维修全部完成；长安路、胜

利路、新建街及106条区街巷道等市区道路建设任务全部竣工
通车，完成联盟路年度建设任务。

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主体工程已完工，棚户区改造、公租房租
赁补贴及解决弃管楼、二次供水污染问题超额完成计划任务。

校园周边上下学时段拥堵问题得到有效缓解。
免除殡葬基本服务费政策已落实；殡仪服务中心迁建任务

完成主体工程，超额完成计划目标。
取消市域内转诊限制任务已实施，政策累计惠及4.1万人。
供热、燃气管网新建、改建工作超额完成任务，持续推进暖

屋子工程，保障居民室温20度以上。
市区新开通道路公交全覆盖及公交线路延时收车任务已完

成。
完成5000台共享单车投放运营和3000个停车泊位选址施

划任务；小区周边停车秩序进一步规范。
完成改造四丰湖、杏林湖、沿江公园西段基础设施及生态修

复工作，柳树岛生态修复工程顺利实施。
15所居家和社区养老中心全部建设完成。东兴养老中心

项目完成招标，已达到运营条件。
知行中学已开工建设，完成计划目标；第八中学教学综合楼

建设全部完工。
完成市疾控中心实验室升级改造并投入使用。
城镇新增就业及就业、创业培训工作超额完成任务指标。
“诚信经营 放心消费”任务有序推进，全市消费投诉满意率

连续四个月超过95%以上，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189.49万
元。

6个非涉法涉诉回迁办证问题全部解决到位。

幸福佳木斯

来佳木斯冰雪大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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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蕾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刘大泳

“百万青少年上冰雪”是我
省持续 40 多年的品牌活动。
佳木斯市精心筹划组织了一系
列冰雪活动，主要有中小学生
冬季冰雪运动会、冰球、速度滑
冰、雪地足球等赛事活动，以及
老年滑冰、冬泳等展示活动等，
旨在充分释放佳木斯市冰雪资
源优势，彰显冰雪力量，打造冬
季冰雪景观，丰富群众冰雪文
化生活，迅速掀起全民迎冬奥
的冰雪运动热潮。

各中小学校把校园冰雪活
动纳入体育课教学、课后服务
活动、校园文化建设内容，组织
开展各具特色、形式多样、内容
丰富的冰雪和户外体育活动。
打冰壶、冰爬犁、冰上趣味运动
会，雪地足球、雪地拔河、堆雪
人、滚雪球、雪雕创作等等。佳
木斯市第二中学开展了“冰塑
青春·雪绘二中”冰雪文化展示

活动；郊区十五小学、向阳区立新教育集团举办了学生
雪雕、冰雕、雪地足球赛；同江市举办中小学生雪雕比
赛，桦南县、桦川县中小学校也组织了多种形式的冰雪
活动。

“每年在 11月中旬，我们学校就开始建设冰球板
墙，进行冰球板墙的组装。”佳木斯市第三中学体育教
研组长刘玉华老师介绍道，“为了更好地开展冰雪活
动，培养学生的冰雪情怀，激发学生爱祖国、爱家乡、热
爱大自然的热情，学校每年12月都要进行冰雪活动月
活动。充分利用东北特有的冰雪资源，充分发挥第三
中学的冰雪特色示范校优势，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激
发学生对冰雪活动的热情，让学生意志得到锤炼，与冰
雪共舞，尽情享受冰上运动的乐趣。”

这边青少年上冰雪活动开展的如火如荼，其它活
动也在有序筹备。2021年12月31日，作为佳木斯东极
之冬·三江泼雪节系列活动之一的重磅活动“2022佳木
斯冰雪汽车嘉年华”项目在四丰山风景区开工建设。在
佳木斯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的大力支持下，佳木斯日报
社与佳木斯市汽车摩托车运动协会联袂打造主题为“冰
雪飞扬激情冬奥”的“2022佳木斯冰雪汽车嘉年华”项
目，将在四丰湖面上建设三个汽车冰雪赛道、一个“冰上
小镇”美食区、一个集十余项冰雪娱乐项目的游乐区，并
将举办佳木斯市第一届冰雪汽车拉力赛，搅热寒冬的佳
木斯，点燃市民迎接冬奥会的激情，打造佳木斯冰雪旅
游新亮点。

“迎北京冬奥，赏东极冰雪”冰雪体验游，“东极冰
雪，赫哲神韵”冰雪民俗游，“乘蒸汽火车，玩快乐冰雪”
冰雪休闲游，“赏冰乐雪，美丽汤原”冰雪乡村游等冬季
旅游线路也吸引了大众的目光，为这个寒冷的冬天注
入了无限的活力。

丰富多彩的活动环环相扣，将佳木斯东极之冬系
列冰雪活动推向高潮，进一步提升了佳木斯的知名度
和美誉度，叫响“华夏东极”品牌，彰显佳木斯在黑龙江
省东部“区域文化旅游中心”的地位，推动佳木斯冰雪
旅游经济快速发展。 甄雨兴摄

老旧小区改造。

佳木斯冰雪大世界夜景。

冰滑梯。

公租房分配现场公租房分配现场。。

速滑比赛速滑比赛。。

冰球比赛冰球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