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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摄 赵鸿涛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刘柏森

天寒地冻，也挡不
住人们特别是孩子玩
冰嬉雪的激情。连日
来，密山市许多居民纷
纷来到西郊的荷香园，
有的玩冰雪大滑梯，有
的骑冰上自行车，有的
玩雪地转转……尽享
冰情雪趣。

荷香园距离密山
市 1.5 公里，占地 467
亩，是密山市最大的近
郊生态主题公园和最
大的荷花公园。夏天，
公园内的荷塘的荷花
竟相开放，荷香四溢，
美不胜收。

今年冬天，荷香园
因地致宜地推出了娱
乐性和参与性较强的
冰上自行车、马拉冰
车、冰爬犁、雪地转转、
自由嘻雪区、冰雪大滑
梯、雪地摩托等 10余个
特色冰雪娱乐项目。1
月 8 日，正式对游人开
放。

市民张先生正在
带着 5岁的儿子乐乐玩
冰爬犁。儿子坐在前
面，爸爸坐在后面，爸
爸用铁钎子奋力地向
后支，冰爬犁飞快地在
冰面上向前滑行。乐
乐高兴得大喊大叫起
来。

张先生接受采访
时说，他小时候就很爱
玩这种冰爬犁。儿子
长这么大还没玩过。正

好周末休息，便带他来感受一下。虽然
天很冷，但是带儿子做一些户外运动，非
常有利于他的身心健康。儿子很爱玩这
些冰雪运动，他玩得很高兴。

据了解，为壮大冰雪旅游产业、丰富
旅游业态，从去年 10月上旬开始，密山
市旅游事业发展中心就超前部署、精心
筹划，在更新旅游线路的同时加大冬季
旅游产品的升级换代，让旅游与冰雪联
姻，以搅热该市的冬季旅游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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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郝东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
者孙伟民）近日，虎林市在乌苏里江边建
造了一个长达438米的超长冰滑梯，吸引
了众多游客前来体验坐着雪圈高速冲下
的刺激。

超长冰滑梯让众多游客兴奋不已，三

个一群、两个一伙地拉上雪圈，沿着便道爬
到滑梯顶部，然后坐上雪圈顺着滑道风驰
电掣地滑到乌苏里江的江面上。这个超长
冰滑梯，是虎林市今年推出的“迎冬奥赏冰
乐雪嘉年华系列活动”的一项。目前，该市
正在申报“最长冰滑梯”基尼斯世界记录。

438米 虎林乌苏里江边打造冰滑梯

游客坐雪圈冲下大滑梯。 郝东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孙伟民摄

本报讯（万斯苹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
记者刘柏森）为保障春节返乡客流高峰交
通安全，日前，密山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
执法大队开展打击非法营运专项整治行
动。

该大队通过定点检查、流动巡查、联
合执法等方式严厉打击哈尔滨至密山、鸡
西至密山等线路的非法营运车辆和出租、

客运、货运车辆违法违规问题。执法人员
还向群众宣传非法营运的危害，引导他们
乘坐正规的营运车辆。

此外，该大队还积极协调气象部门，
完善信息通报、信息共享和信息研判机
制，通过微信、微博、手机短信和电子显示
屏等媒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醒驾驶
员时刻关注天气变化。

密山打击非法营运保障交通安全

本报讯（刘利钊 范士友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刘柏森）近日，密山市应急、住
建、消防及市监等部门组成联合检查组，
对市内 201家餐饮业户使用液化气是否
存在安全隐患进行联合专项检查

检查组现场检查发现存在 213个安
全隐患，要求企业对未安装液化气报警
器、液化气输气软管质量不合格、未安装

消防应急灯灭火器等问题隐患，进行及时
整改。

去年以来，密山市委市政府特别重
视燃气使用安全，多次召开燃气、煤气安
全专班会议，落实燃气安全责任主体。
一年中，该市出动上百人次，对全市燃气
企业进行 4 轮大排查，发现的问题得到
了及时的纠正。

213个 密山排查整改燃气安全隐患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孙伟
民）日前，由鸡东县景盛国有资产经营管
理有限公司、中铁二十三局集团成都财铁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珠海横琴龙美城投建
设发展有限公司三方携手成立的黑龙江
龙美商旅城投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成立签
约仪式在哈举行。该公司成立后将在鸡
东县启动建设并运营麒麟奥特莱斯文旅
产业园区项目。

该项目由三方联袂共同打造，计划总
投资33亿元，占地约60万平方米，规划包
含了奥特莱斯商业 MALL、奥特莱斯名
店街、欢乐海岸、国潮 MALL 街、黑科技
全季酒店、艺术酒店、住宅以及儿童娱乐、
时尚影院、生活超市、电商直播基地、特色
餐饮等多种业态。达产达效后预计年销
售收入 10亿元，每年增加税收 1亿元，预
计增加就业岗位 6000个。

鸡东麒麟奥特莱斯
文旅产业园项目启动

签约现场。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孙伟民摄

本报讯（白杨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
者刘柏森）1月 5日，鸡东县人民政府与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
作协议，双方将在风和光新能源项目、综
合农业循环产业园项目、生物质发电项
目等领域进行深度合作。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是深交
所上市公司、全球新能源500强企业，专
注于新能源、环保产业、清洁电站的设计
制造、系统解决方案及投资运营等业务，
其业务涉及中国 30个省、市、自治区及
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鸡东将与华西能源合作开发新能源

签约现场。
白杨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柏森摄

□于晓霞 夏广海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孙伟民

自党史学习教育以来，虎林市
持续深化“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把152户城镇困难群众列为
重点帮扶对象，市级领导和帮扶单
位与他们结成对子，解决“生活难”

“就学难”“看病难”“就业难”，还在
节日里走访慰问，让困难群众感受
到党和政府送来的温暖。

为了把帮扶落到实处，虎林市
制定了《城市社区困难群众帮扶工
作方案》，确定了由民政局牵头抓
总，处级干部包单位、单位包困难
群众的工作模式。

虎林市确定了“四帮一温暖”
工作总思路，即:帮助困难家庭解
决“生活难”、帮助困难学生解决

“就学难”、帮助患病群众解决“看
病难”、帮助富余劳动力解决“就业
难”，围绕“四难”开展精准帮扶工
作，共同促进困难群众早日摆脱困
境；“一温暖”是在春节、中秋节等
传统节日中，为困难群众送温暖。

虎林市民政局进行了详尽的

调查，最终确定152户城镇困难群
众为帮扶对象。

虎林市的16名帮扶市级领导
及 100个帮扶单位分布到各个社
区，与所在社区工作人员共同入
户，按照因地制宜、一户一方案、一
人一办法制定帮扶计划，建立帮扶
台账，落实帮扶措施，帮扶责任人
同时承担帮扶政策“辅导员”的职
责，负责向困难群众宣传和讲解教
育、医疗、住房、就业等各项惠民政
策，提高困难群众知晓率和熟悉
度，让困难群众切实享受到相应的
救助政策。

在城镇困难群众结对帮扶工
作开展过程中，虎林市广大党员干
部走出机关、深入基层、深入群众、
访贫问苦。

岁末年初，虎林市城镇困难群
众结对帮扶工作取得一定成果：在
就业帮扶工作中，珍宝岛省级自然
保护区管理局介绍家政、公路管理
站介绍养路工、市医院介绍发热门
诊收款统计员、市政维护中心介绍
绿化管护，月平均工资达 1000元
左右。

在看病帮扶工作中，政府办、
民政局、中心街道办事处、政协、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红十字医院、法
院等单位看病帮扶20次，帮扶资
金98686元。

生活生产帮扶工作中，市公安
局、自热资源局、融媒体中心、退役
军人事务局、文体广电和旅游局等
单位开展为困难群众安装有限电
视、打扫卫生、修暖气、捐赠衣物等
生活帮扶 29次，捐赠现金 12000
元。

在送温暖帮扶中，市委办、组
织部、财政局、气象局等单位累计
送温暖次数 161 次，累计资金
34357元。

在机关干部的带动下，虎林市
许多社会组织和企事业单位也纷
纷加入到对城镇困难群众的援助
活动中来。

虎林市慈善协会发挥慈善智
慧、集结慈善力量，为10户城镇困
难群众每户捐款 4000元；绿都集
团主动出资，帮扶困难学生解决

“就学难”问题；市医院、农商行、市
经管站分别出资500-1000元给困
难群众购买鸡雏、鸡饲料，帮助困
难群众自主创业；一些爱心人士也
加入进来，为困难群众捐赠米、面、
油等慰问品。

解“四难”送温暖

虎林向城镇困难群众伸援手

工作人员深入饭店后厨进行检查。 刘利钊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柏森摄

游人在骑冰上自行车。

多项民生工程落地
百姓生活品质提升

鸡
东

□文/摄 张明新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孙伟民 刘柏森

百姓身
边事，衣食
住行娱。两
年来，鸡东
县全县上下
凝心聚力，
整合各种优
势资源，围
绕老百姓的
“衣食住行
娱”，全力推
进各项民生
工程建设。

岁末年
初之际，一
项项民生工
程建完并投
入使用，极
大地满足了
百姓们的食
住行娱等方
面的需求，
提升了生活
品质，收获
了满满的幸
福感。

刚建成的鸡东县荣华村紧急避险安置项目刚建成的鸡东县荣华村紧急避险安置项目。。

棚户区和老旧小区改造棚户区和老旧小区改造
居住更舒适居住更舒适

“现在冬天在家里穿半截袖、
睡衣就行，以前冬天得穿羊毛衫。”
说起老旧小区改造带来的变化，住
在鸡东县市政小区1栋2单元的居
民杨骄告诉记者。

杨骄居住的市政小区建于20
多年前，由于年久且失管失修，楼
房四处漏雨漏风、安全门常常是四
敞大开、小区环境脏乱差，居住体
验非常差。

去年，市政小区被列入了鸡东
县的老旧小区改造计划。楼房外
墙贴上了苯板，楼道内进行了清
理、粉刷。楼道的窗户被修理完
好，单元门被换成了新的，需要刷
卡才能进入。小区道路等公用设
施也被修葺一新。

去年，鸡东县改造老旧小区
51个、共53栋楼，总面积26.38万
平方米，涉及2518户。

至目前，53栋楼的楼体改造
工程已全部完成，51个小区配套基
础设施已完成总工程量的98%，小
区绿化改造和完善将于今年春季
实施并于6月前全部完成。

在鸡东县城南部，有 10栋新
建成的楼房，在一片平房包围下
显得特别醒目。这便是刚建成
的鸡东县荣华村紧急避险安置
项目。项目总投资 9326万元，占
地面积 2.77万平方米，项目将荣
华村整体 484户全部安置，整个
项目住宅楼 10 栋，自 2021 年 11
月 30日开始，村民陆续分批次领
取了首套安置房钥匙。

在县城北部，2020年鸡东县
开始实施了城南社区1—5号地块
棚户区改造项目，计划总投资5.7亿
余元，规划总用地面积为12.7万平
方米，新建住宅楼35栋，动迁居民
3129户。至目前，35栋楼房已完成
主体工程建设，正在进行小区基础
配套建设，预计今年10月份便可进
户。届时，3129 户棚户区居民将彻
底告别低矮破旧的平房，搬进一个
布局合理、设施齐全的新小区了。

城乡道路编织成网城乡道路编织成网
出行更方便出行更方便

前不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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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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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鸡东县德胜路北延长线

项目和南华大街、北华大街、迎春
路附属工程正在加快推进。鸡古
路铁路跨线桥项目也正在建设
中。主城区道路的建设，让居民出
行更方便。

城区内的道路在改造和建设
中。鸡东县与其它县区的新修主
干道路也正在建设或谋划中。

在县城南部一处施工工地，已
有材料和人员进场。将要建设的
是省道鸡虎高速公路密山鸡东界
至鸡东段改扩建工程。该工程将
于今年建设，2023年投入使用。

届时，该段路将成为鸡东县城
的南环路，路过鸡东县的大型客、
货车可实现“近城但不进城”地高
速通过。对于缓解县城内的交通
压力，对于县城居民的方便快速出
行，均有着重要的意义。

按照鸡东县“十四五”公路交
通建设规划，2021到2025年间，该
县将重点实施“四横、六纵”交通建
设。四横包括：建鸡高速公路
（S11）、国道丹阿公路(G331)、县道
鸡东至明德公路(X101)和省道虎
鸡公路(S314)；六纵包括：鹤大高速
公 路（G11）、国 道 鹤 大 公 路
（G201）、德胜路北连接线、鸡西机
场连接线、东海至下亮子公路、县
道向阳至永安公路（X202）。

打造打造““菜篮子工程菜篮子工程””
餐桌更丰富餐桌更丰富

冬日里，室外冰天雪地，但在
鸡东县鸡东镇银东村的几十栋温
室里却温暖如春、绿意盎然，草莓
苗、西红柿苗及多种叶菜长得旺
盛。温室的生产负责人告诉记者，
这些叶菜和部分草莓在2月中旬
左右就可以上市，端上居民的餐
桌，西红柿将在3月份上市。

这片温室是由鸡东县菜园子
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智
能温室蔬菜项目。项目占地面积
521亩，包括日光温室101栋（面积
9.3万余平方米）。温室的冬季供
热是利用旁边的恒安鑫鼎生物质
热电厂的供热回水，大大降低了运
营成本。

该项目是鸡东县“菜篮子工
程”中的一部分。为了扶持该项
目，鸡东县计划建设“四通一平”工
程（通道路、通水、通电、通热、土地
平整）。

另外，鸡东县按照《关于扶持
蔬菜棚室建设深入实施“菜篮子工
程”的意见（2020年-2022年）》规
定，对该项目进行了财政补贴，共
计300余万元。

目前，该项目有 54栋日光温
室已经建成并投用，余下的土建工
程已经建完，将于2022年6月份投
入使用。该项目达效后可年产
3000吨蔬菜，产值达0.5亿元以上，
将极大提升鸡东县的蔬菜产量和
质量。

按照该《意见》，鸡东县对蔬菜
塑料大棚的建设进行补贴，补贴标
准是 600平方米的大棚每平方米
补助10元。在这项补贴政策的鼓
励下，至目前该县的蔬菜大棚新增
100余栋。

凤凰综合体建设凤凰综合体建设
休闲有去处休闲有去处

在鸡东县城西侧，集体育公
园、梧桐广场、体育场、农贸市场和
停车场为一身的凤凰综合体项目
建设已近尾声。

2020年6月，为了进一步提升
居民幸福指数，鸡东县委县政府
经过深入调研和反复论证，决定
启动凤凰综合体项目。该项目
东起迎春路，南至南华大街，西
起惠民路，北至锦绣华城南侧，占
地面积约24公顷，计划投资5546
万元。

经过一年多的建设，凤凰综合
体已呈现在人们面前：

凤凰体育公园部分完成场地
平整、完成部分植物栽植，完成灯
光篮球场基层和混凝土面层铺设，
完成围挡和球场灯安装。其内的
凤鸣湖工程已全部完工。

梧桐广场部分已完成广场大
理石面层铺设、卫生间、喷泉等主
体建设并投入使用，其绿化部分将
于今年春季施工。

体育场部分已完成体育场场
地、二期挡土墙工程；看台已完成
排水沟、观众席、主席台面层铺
设，除主席台遮光棚外外部已完
成，将在今年春季完成主席台阳
光棚安装。

农贸市场部分已全部完工；
停车场已完成可研编制、土地预
审、可研批复和专项债券申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