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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准6大目标

十项突破绘蓝图闯新路

1月9日—11日，牡丹江市
第十三次党代会召开。这次大
会是在牡丹江加快晋位争先、
振兴发展，阔步迈进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关键
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
会议。翻开过去五年的“成绩
单”，令人倍感欣慰和振奋。展
望未来五年的“新蓝图”，更是
启航新征程、扬帆再出发的总
动员。

牡丹江未来五年怎么干？
牡丹江市第十三次党代会作出
了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大会
报告从六个方面描绘了未来五
年的发展蓝图，明晰了十项具
体任务，对牡丹江晋位争先、振
兴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报告提出了牡丹江未来五
年奋斗的六大目标。在产业振
兴上实现新突破，打造根基稳
固、势头更劲的实力牡丹江。
现代特色农业加速发展，工业
加快振兴崛起，现代服务业更
加充满活力，城市消费软硬环
境提质升级，经济竞争力、创新
力、抗风险能力显著增强。未
来五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年
均增长5.5%左右。

在改革开放上实现新突
破，打造包容并蓄、动能更足的
活力牡丹江。重要领域和关键
环节改革扎实推进，营商环境
全面优化，市场主体更加充满
活力。自贸区引领作用持续释
放，交通物流体系建设加快完
善，东北通衢作用显著增强，龙
江向南和对俄开放窗口地位更
加凸显。

在科技创新上实现新突
破，打造要素完备、引擎更强的
智慧牡丹江。科技创新引领能
力显著增强，市校院企协同创
新体系基本形成，全社会研发
投入强度达到全省平均水平，
高新技术企业、科技成果转化
和创新人才实现三年倍增，打
造全省科技创新高地。

在绿色发展上实现新突
破，打造生态宜居、品质更优的
美丽牡丹江。“两山”理论得到
深入践行，生态保护、开发、建
设统筹推进，绿色低碳生产生
活方式基本形成，旅游康养产
业整体水平显著提升，建成全
国文旅康养胜地，牡丹江天更
蓝水更清地更绿、更加宜居宜
业宜游。

在改善民生上实现新突
破，打造人民富裕、福祉更高的
幸福牡丹江。创新创业活力迸
发，高质量就业更加充分，社会
保障体系更加完善，公共服务
更加优质均衡，优质教育和医
疗资源辐射带动作用不断增
强，市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
程度不断提高，居民收入增长
高于经济增速，共同富裕取得
明显成效。

在政治生态上实现新突
破，打造海晏河清、风气更正的
清朗牡丹江。党风政风持续上
扬，党员干部的发展理念、素质
能力、精神状态与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干部正向
激励机制不断完善，风清气正、
政通人和的大好局面得到全面
巩固和发展。

□张树永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晓云

蓝图之下，在高质量发展的赛道上，牡丹江如何实现晋位争先、振兴
发展？报告提出牡丹江要着力抓好十个方面的重点任务。

本报讯（李欣弋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张
雪地）近日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发布的2021年
国家级森林康养试点建设单位，林口县三道通
镇、莲花镇荣获2021年国家级全域森林康养试
点建设乡（镇）。

据了解，莲花镇域内以森林（原始森林）、湖
泊(大小莲花湖）、岛屿和峰崖石壁洞穴为主体
景观，四季风光各异，景色宜人。

三道通镇位于林口县西北部，国家 4A 级
旅游景区——罗勒密山景区就在这里，2019
年被评为“全国森林康养基地试点单位”，
2020年获得“全国生态旅游康养最佳目的地”
荣誉称号。

水天一色莲花湖。
图片由林口县委宣传部提供

林口县两镇获
2021年国家级
全域森林康养
试点建设乡（镇）

本报讯（任海霞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张
雪地）“现在办理过户真是太方便了，房产与
电表联动过户，当天就能完成，不用再单跑一
趟供电营业厅办理电表过户了。”2021 年 12
月 17 日，刚在牡丹江市西安区月牙湖小区购
买了一套住房的张女士，在市政民生大厦不
动产登记中心办理过户成功后，对同步享受
的电力无感过户便捷服务赞不绝口。

据介绍，联合过户便民业务是国网牡丹江
供电公司为简化过户手续、优化服务流程、缩短
办电时间、实现“一窗通办”，联合不动产登记中
心，通过“网上国网”全渠道平台，实现的“一站
式”电力联合过户服务。

“过去，居民在房产中心办理房产过户手续
后，需到供电营业厅办理该房电力更名过户，要
3到5天才能完成办理。如今，通过联合过户办
理，1个工作日内即可完成所有过户。”牡丹江
供电公司营销部负责人介绍说，自 2021年 4月
份以来，牡丹江供电公司以“减事项、减环节、减
时限”为目标，推出“不动产+用电”联合过户业
务，已办理联合更名过户业务1142户。

“一窗通办”
省事又省心

本报讯（张建华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张
雪地）日前，恒丰纸业成功入选国家工信部的
2021年度绿色制造名单。至此，加上2020年入
选的百威英博（牡丹江）啤酒，牡丹江市共有国
家级“绿色工厂”2家。

恒丰纸业启动创建“绿色工厂”以来，企业
制定了绿色工厂建设中长期规划，开展了节水、
节电、节汽等清洁生产活动。2020 年每吨纸
水、电、汽消耗比 2017 年分别下降了 26.9%、
14.7%、14.3%，固体废物全部实现资源化，废水、
废气全部达标排放，实现了绿色低碳和可持续
发展。

据介绍，牡丹江市将围绕“双碳”目标，加
快产业结构调整，深入推进绿色制造，服务引
导企业技术创新和绿色低碳发展，着力打造
绿色工厂、绿色工业园区和绿色供应链，为全
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国家级“绿色工厂”
增至2家

本报讯（石玉涛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张
雪地）牡丹江市作为全国食用菌产业发展第一
大市，2021年积极引导农民采用先进科技成果
栽培食用菌 23亿袋，种植规模与去年持平，约
占全省栽培量34%。总产量为115万吨(鲜品），
实现年产值65亿元，可带动农民实现人均收入
1700元，继续保持农业支柱产业地位，在促进
全市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介绍，牡丹江市围绕食用菌产业整合多
种社会资源，形成了包括食用菌菌种研发、菌需
物资供应、基地种植、产品加工、市场营销、食用
菌机械、废弃菌包回收利用等多个环节的比较
完整的产业链条。目前，全市拥有食用菌生产
专业村 210个，标准化栽培园区 110个、菌包厂
120多家，年产粉碎、装袋、灭菌等 12大类专用
设备近 4万台（套），食用菌加工型龙头企业发
展到50多户，产业增值链条不断延长。

食用菌栽培成
农民增收支柱

在强化创新驱动上聚力突破，构筑
高质量发展新优势。提升科技创新能
力，加快创新平台建设，打造一流创新
生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生物经济，强
化人才引领支撑。今年，全市入库科技
型中小企业突破 220 家，高新技术企业
突破 140 家，力争牡丹江高新区晋升为
国家级、桦林工业园区通过省级化工园
区认定，出台数字经济、生物经济发展
规划和政策，确保数字经济产业园全面
运营，力争引进亿元以上数字经济、生
物经济项目分别占招商引资总数的 10%
以上，力争引进各类人才 3000 人以上。

2026年，力争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2.5%。

在产业转型升级上聚力突破，推动
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坚定不移推进“工
业立市”，加快提升现代服务业，强力抓
招商上项目。今年，力争全市规上工业
企业净增 35户，确保工业增速排名在全
省位次前移，谋划亿元以上项目 300个、
推进省市“百大项目”200个、新竣工省市

“百大项目”100个，引进域外资金 400亿
元以上。未来五年，力争市开发区建成
500亿级园区，各县（市）园区营业收入年
增长15%以上。

强化创新驱动 夯实产业支撑

在深化改革开放上聚力突破，增强高
质量发展动力活力。深化重要领域和
关键环节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建
设对外开放高地。持续推进国资国企
改革，深化“强区放权”，深化“三医”联
动机制改革。今年，政务服务事项网上
可办率达到 100%，确保全市新增外贸
企业 50户，推动自贸试验区绥芬河片区

加快打造自贸特区。
在提升城市能级上聚力突破，增强中

心城市辐射带动力。系统化构建空间格
局，品质化推进城市建设，精细化实施城
市管理。今年，完成《牡丹江市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编制，实现公铁联运“零换乘”，
完成 95.86万平方米老旧小区、43公里供
水管网改造。

深化改革开放 提升城市能级

在促进乡村振兴上聚力突破，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
走在全省前列。大力发展特色高效农业，实施乡村建设
行动，健全农民增收机制，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今年，完
成全市乡村振兴产业和人居环境规划编制，打造10个乡
村振兴示范村。

在推动文旅融合上聚力突破，提升城市品质和魅
力。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培育壮大文化产业，优化全域旅
游发展布局，发展旅游新兴业态。深入推进红色资源开
发和整合，打造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健全现代文化
产业体系，开发一批独具特色的文化 IP和衍生产品，做
大做强“文创牡丹江”品牌。擦亮“镜泊胜景·林海雪原”
金字招牌，丰富“夏季避暑、冬季戏雪”产品业态，打造镜
泊湖、林海雪原大旅游圈。加快培育“旅游+”业态，促进
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

加快乡村振兴
推动文旅融合

在厚植生态文明上聚力突破，巩固提
升绿色发展优势。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大力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实行最严
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以“一江两湖四
河”为治理重点，持续改善水环境质量，实
现国控考核断面优良水体比例达到
83.3%。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高
标准推进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建设。今年，
完成牡丹江碳达峰行动方案编制。

在增进民生福祉上聚力突破，提高群
众生活品质和幸福成色。促进更加充分

更高质量就业，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健
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推进健康牡丹江
建设。争创省级和国家级人力资源服务
产业园，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5%以
内。全面落实“双减”政策，支持牡丹江师
范学院、牡丹江医学院更名大学，加快谋
划大学城建设。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基本
养老保险参保率达到 95%。建成现代化
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加快发展康养产业，
推动“中医药+”多业态融合发展，深入开
展爱国卫生运动。

厚植生态文明 增进民生福祉

在民主政治建设上聚力突破，汇聚团
结奋进强大力量。加强和改进人大工作，
推进政协协商民主，做好新时期统战工
作，推进法治牡丹江建设。探索实施“互
联网+代表监督”，推进智慧人大建设，提
升人大履职水平。丰富协商内容、创新协
商形式，打造“有事好商量”牡丹江协商工
作品牌。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做好非公
有制经济领域统战工作，加强党外代表人
士队伍建设，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
一战线。高标准组织实施“八五”普法规
划，夯实依法治市基础。

在统筹发展安全上聚力突破，营造和
谐稳定社会环境。慎终如始抓好疫情防
控，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筑牢安全底

线，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完善常态化防控
和应急处置转换机制，强化口岸疫情防
控，坚决守住国门省门。落实总体国家安
全观，坚决维护政治安全和制度安全。深
入实施质量提升行动，大力推进质量强市
建设。健全立体化信息化社会治安防控
体系，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今
年，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
代化试点验收工作。

梦想在不懈努力中绽放，事业在接力
奋斗中发展。对牡丹江而言，下一个五年
如何在晋位争先、振兴发展上闯出新路
子，需要的是全市人民上下同心、团结奋
进，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风雨无阻的
精神状态，奋力前行！

推进民主政治建设 统筹发展安全

牡丹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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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图片由牡丹江市委新闻
中心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