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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王晓微 黑龙江日报全
媒体记者贾红路）近日，嘉荫县所有
县处级领导干部和县直各部门、各乡
镇主要负责人都收到了由县里统一
制作的人才项目引进拜师卡和招商
引资落地服务卡两款卡片，以及内含
嘉荫县招商引资宣传片、招商项目文
档的优盘。“双卡一盘”在手，全县干
部都成了嘉荫县招商引智的宣传员、
联络员。

嘉荫县为加强招商引资及招才
引智工作，推动县域重点产业加快发
展，专门制作了“招商引资落地服务
卡”和“人才项目引进拜师卡”。全市
县处级领导干部和县直各部门、各乡
镇主要负责人每人两套“招商引资落
地服务卡”和“人才项目引进拜师
卡”，每张卡都独立编号。

嘉荫县招商局招商引资服务中
心主任程建平介绍，招商引资落地服
务卡主要赠送给可能对该县招商引资

工作给予支持帮助的商会、同乡会、知
青会、校友会、工商联等社会团体组
织，有意向来嘉荫投资兴业的企业家、
法人、自然人等。持卡人到嘉荫投资
兴业享受全程高质量服务，由赠卡人
担当联络员，负责协调联系县内相关
领导干部和部门，为持卡人在嘉荫县
的项目提供全程优质服务。人才项目
引进拜师卡主要赠送给各行业专业人
才、专家学者、领军人物、产业带头人
等；对嘉荫县相关产业发展、人才引进
和培育等可能给予帮助的各类高等院
校、科研院所、产业基地、龙头企业
等。赠卡人负责联系县内相关领导和
部门与持卡人沟通对接，积极邀请持
卡人来嘉荫县考察指导。

据悉，嘉荫县所有持卡人要于每
月 20日前将“双卡”赠送情况、具体
效果报县委办统一汇总，县委将对

“双卡”发放情况及实际效果进行公
布。

嘉荫“双卡一盘”助力招商招才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贾红路）伊春市公安机关持续优化营
商环境，出台十项便民利民措施，紧
盯窗口服务弱项短板，对办事流程再
优化、让办事效率再提升，不断回应
辖区群众新期待。

伊春公安局户政窗口进一步拓
展“帮您办”服务外延，开通 5 项户
口迁移、4项户籍类证明业务“跨省

通办”渠道，缩短群众办事周期，简
捷办事流程。交警部门贯彻落实公
安交管 12项便利措施，推进优化驾
驶证考试内容和程序。小型自动挡
汽车科目二考试减项目、科目三约
考减时限等便利措施均已落实实
施。出入境管理部门在出入境接待
大厅开设“优先窗口”，为特殊群体
提供“绿色通道”。

公安十举措提升便民“温度”

□綦鑫 管建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贾红路

“还没出林都机场就能欣赏到这么
漂亮的雪雕，看来冬天的伊春到处都是
美景啊！”从 1月 7日起，所有乘飞机来
到伊春的游客都被林都机场的雪雕长
城给震撼到了。两座雪雕长城不仅让
林都机场增添了别样的景致，也展示了
伊春人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

原来，这是伊春森工集团不断丰
富、拓展“森林冰雪欢乐季”产业链条，
将冬季旅游项目延伸到“伊春入口”，调
集部分党员干部、能工巧匠，历时11天
建造出的雪雕，让旅客从落地伊春的那
一刻，就感觉到自己置身于童话般的冰
雪世界，充分“搅热”冬季旅游。

为了完成好此次任务，伊春森工集
团指派一名副总经理现场指挥，调集伊
春森工翠峦、美溪、汤旺河林业局公司
有经验的雪雕师、党员干部和多部大型

机械，先清雪后建造雪雕、美化亮化。
伊春森工翠峦、美溪林业局公司负责机
场清理积雪和绿化带雪墙修建任务，两
个林业局公司出动300余人，山鼎建筑
公司出动机械设备5台，大家克服气温
低、时间紧迫等困难全身心投入建设工
作。有了入冬后清雪奋战积累的经验，
林业干部职工操作熟练，各支队伍井然
有序、分工明确，共清理飞机场内部积
雪道路 1024 延长米，停车场及广场
18180平方米，合计清雪面积 20244平
方米；清运弃雪10122立方米。

伊春森工汤旺河林业局公司主要
负责利用弃雪建造雪雕，他们出动 20
余人，在-35℃的机场上搭架子、支盒
子、踩雪、造型。为圆满完成任务，所有
施工人员都是每天 8 时开工、17 时收
工，元旦假期依然奋战在一线，伴随着
新年的脚步，披星戴月、风雪兼程，又快
又好的建造出 181米的雪雕长城 2座、
雪雕烽火台11个。

林都机场建起两座“雪长城”

□顾泽怡 丁嘉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贾红路

近日，铁力市一支宣讲小分队来到
五一村开展党史宣讲活动。十冬腊月，
虽然室外的温度已经降至零下 20℃，
但是在村里的健身广场上，宣讲员与村
民一起扭秧歌、跳广场舞，气氛热烈。
在休息时间，大家来到村里的活动室，
由宣讲员用村民“听得懂”“听得进”的
方式，讲述了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寓教于乐的宣讲方式既丰富了冬闲时
间村民的业余文化生活，也让党的创新
理论真正送到基层、送到农村。

铁力市全力打造“理论宣讲”“道德
讲堂”“百姓宣讲”三大特色宣讲品牌，
着力提升理论宣讲质量和水平，在理论
宣讲中坚持守正创新，贴近实际、贴近
生活、贴近群众，让党的创新理论和方
针政策在农村基层落地生根、开花结
果，把“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宣讲
内容送到寻常百姓家。

坚持做好主旋律的宣传发声，铁力
市组建了由12名党校教师和71名基层
宣讲队员组成的市委宣讲团，成立 183
个基层宣讲小分队，广泛开展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宣讲活
动，着力引导全市党员干部群众深刻领
会全会精神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核
心要义、实践要求。截至目前，先后深

入基层开展宣讲 526场，受众达 2万余
人次，通过理论宣讲诠释政策理论、传
播主流价值，打造“理论宣讲”品牌，实
现了基层理论宣讲全覆盖。

去年 7月，铁力市举行了“最美铁
力人”颁奖典礼，活动通过“关注铁力”
微信公众号、制作道德模范宣传展板在
群众艺术馆、健身中心、中小学校等场
所进行巡回展示，让道德模范的感人故
事，栩栩如生的真情实感在传递正能量
的同时，唤起广泛的社会认同与思想共
鸣，打造了一个生动的“道德讲堂”，让
群众在感同身受中成为理论宣讲的参
与者，主动交流，真情互动。

此外，铁力市还着力打造“百姓宣
讲”品牌，在宣讲中，紧扣民生热点、百
姓需求，打造了百姓宣讲新阵地，让党
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铁力
市邀请了江西干部学院红军后代授课
团成员作“追忆前辈人生坐标”红色故
事会专题讲座，组织群众收看直播，感
悟红色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实施理
论进基层“百千万”工程，组织开展理
论宣讲进田间地头、进农家炕头、进健
身广场、进学校、进社区、进军营、进网
络等“七进”活动 473 次。在宣讲中，
他们以百姓们身边的故事为切入点，
通过小故事讲出大道理，力争将形而
上的理论知识转化为形而下的具体实
践。

铁力打造三大特色宣讲品牌

林都机场雪雕长城。 綦鑫 管建摄

“五先”引导
伊春绿色发展路

设施完备的汽车营地。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贾红路摄

今 后 五
年，是实现新
的更大发展、
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
化新伊春的
关键时期，更
是大有可为
的战略机遇
叠加期。伊
春，好山好水
好空气，“三
大改革”带来
体制机制重
塑，“高铁时
代”后综合优
势将更加凸
显；伊春，将
在全国全省
发展的大背
景、大格局、
大战略中谋
发 展 、抓 机
遇 ，乘 势 而
上 ，加 压 奋
进。

——经济质量效益实现
新跃升，地区生产总值年均
增速保持在 5.5%左右，在旅
游强省建设中走在前列，在
农业强省建设中叫响生态特
色品牌，在工业强省建设中
占有一席之地，数字经济与
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经济质
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明显提
升；

——生态文明建设实现
新跃升，森林资源得到全面
保护和修复，生态文明制度
体系更加健全，天蓝、地绿、
水清成为常态，在生态强省
建设中当排头，在实现“双
碳”目标中打造伊春模式、作
出伊春贡献；

——城市功能品质实现
新跃升，城市空间格局更加
优化，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
制更加健全，以人为核心的
新型城镇化全面推进，基础
设施短板补齐，融入全国“高
铁一张网”“高速一张网”，

“新型智慧伊春”建设取得重
要进展，建成国家森林城市，
打造“森态旅居”城市；

——体制机制活力实现
新跃升，“三大改革”成果巩
固扩大，重点领域改革取得
突破性进展，深层次体制机
制问题有效破解，优化营商
环境实现“质”的飞跃，科技
创新催生发展新动能，对外
开放合作形成新优势；

——市域社会治理实现
新跃升，法治伊春建设深入
推进，人民民主更加充分，网
格化建设全面建成，基层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
平显著提升，防范化解重大
风险机制更加完善；

——人民群众生活实现
新跃升，居民收入水平和经
济发展同步增长，基本公共
服务质量和均等化水平明显
提升，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更加完善，乡村（林场）振兴
取得重要成果，城乡人居环
境更加优美，朝着共同富裕
的目标扎实迈进。

目
标
锁
定
六
个
新
跃
升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贾红路

生态优先
转型争先
改革在先
民生为先
实干当先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贾红路

林区经济转型发展怎么样、林区生态保
护怎么样、林场职工生活怎么样，五年来，

“林区三问”和“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
政治嘱托为转型发展中的伊春指明了前进
方向、注入强大动力。牢记嘱托，感恩奋
进。五年来，伊春市在压力与挑战中前行，
同全国全省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踏上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

绿色是美丽中国的底色，更是林区高质
量转型发展的动力之源。今后五年，伊春市
将继续牢牢把握“生态立市、旅游强市”发展
定位，以绿色崛起为主线，坚持生态优先、转
型争先、改革在先、民生为先、实干当先的

“五先”工作导向，突出抓好“两大重点、五项
行动、三推进、双振兴、五提升”主要任务，打
好发展“组合拳”，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之路，加快高质量转型发展，推动全
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取得新突破，基本实现

“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新伊春。

→银装素裹的小兴安岭别样美丽。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邢国军摄

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是伊春的重大政
治责任；把旅游业作为转型发展的主业
是省委赋予伊春的重要政治任务。今后
五年，伊春要把立生态、强旅游作为重中
之中，要强化生态观念，在生态保护修

复、生态价值转换、创新保护机制等方
面，全面把生态这个“根基”立起来，坚决
守护好小兴安岭宝贵生态资源；要强化
全域旅游理念，在旅游大通道、新型城镇
化、旅游供给侧、旅游服务力、文明软环

境等方面，全面把旅游这个主业强起
来。要坚持“生态就是资源、生态就是生
产力”，做好做足立生态、强旅游大文章，
使“绿水青山、冰天雪地”产生巨大生态
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突出突出““两大重点两大重点”，”，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图景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图景

实施实施““五项行动五项行动”，”，推动经济发展质效实现新突破推动经济发展质效实现新突破

聚焦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坚持质量
第一、效益优先，实施生态产业筑基行动、
项目建设蓄势行动、民营经济助力行动、数

字经济赋能行动、营商环境增优行动，加快
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促进新旧动能转
换迈出更大更坚实步伐。要向经济建设这

个中心聚焦发力，加快推动经济结构优化
升级，促进新旧动能转换，推动伊春经济高
质量转型发展迈上新的更大台阶。

强化强化““三推进三推进”，”，以改革开放创新激发动力活力以改革开放创新激发动力活力

更加注重改革推动、开放带动、创新
驱动，要更深层次推进重点改革，聚焦做
好“三大改革”后半篇文章，构建系统完备
的伊春森工集团“省属市管”制度体系；要

更宽领域推进开放合作，积极融入共建
“一带一路”和“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推
动形成一批经贸合作成果；更大力度推进
科技创新，抢抓国家实施科技体制改革三

年行动契机，加大科技投入，布局建设科
技创新平台。要以改革开放创新激发伊
春高质量转型发展的新潜能，助力伊春发
展驶上快车道、实现新突破。

围绕围绕““双振兴双振兴”，”，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实施“大振兴”战略，将乡村振兴
与林场振兴一体谋划、一体推进，实现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和林场
振兴有效衔接。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持续提升农产品供给能力，
持续壮大特色农林产业，持续推进乡
村和林场建设，补齐县域经济发展短
板，做大做强县域经济，促进城乡融合

发展。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像
抓脱贫攻坚一样抓乡村和林场振兴，
书写好现代化新伊春建设的“三农”新
篇章。

聚力聚力““五提升五提升”，”，让人民群众生活更幸福美好让人民群众生活更幸福美好

要始终坚守人民情怀，用心用情
用力办好民生实事，提升保障和改善
民生水平，提升社会事业发展水平，提
升法治伊春建设水平，提升平安伊春

建设水平，提升民主政治建设水平，推
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
群众。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

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不断增
进民生福祉，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
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
保障。

坚定不移从严治党坚定不移从严治党，，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要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要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始终把党的始终把党的
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决拥护坚决拥护““两个确立两个确立”，”，
坚决做到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两个维护”，”，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坚持正确选人用人
导向导向，，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树立大树立大
抓基层鲜明导向抓基层鲜明导向，，切实夯实基层组织基础切实夯实基层组织基础；；
驰而不息抓好作风建设驰而不息抓好作风建设，，营造干事创业的营造干事创业的
浓厚氛围浓厚氛围；；把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把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深深
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坚持全面从严坚持全面从严、、一严到一严到
底底，，不断提升党的建设质量和水平不断提升党的建设质量和水平，，为全面为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伊春提供坚强政治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伊春提供坚强政治
保证保证。。要勇于刀刃向内要勇于刀刃向内，，不断增强自我净不断增强自我净
化化、、自我完善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自我提高能力，，使使
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始终成为各始终成为各
项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项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铁力市滨
河健康主题公
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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