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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日报全媒体
记者贾红路
绿草如茵、鲜花

盛开，仲夏时节，走
在铁力市滨河健康
主题公园内，微风轻
拂带来呼兰河清新
的气息，如诗如画的
美景令人沉醉。

铁力市以建设
生态宜居的美丽家
园为出发点，持续推
进河湖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不
断提升河湖管理保
护质量和水平，以一
体化、长效化、智慧
化、共享化、现代化
的河湖管护治理，为
维护河湖健康生命、
实现河湖功能永续
利用提供有力保障。

推动责任落实
一体化，铁力市全面
建立三级河湖长制
组织体系，与辖区内
森工和农垦企业，建
立区域内共管共治、
协调联动、地企共赢
的管护治理机制，明
确县乡村三级河湖
长 168 人，河湖警长
16人。年初以来，该
市 累 计 开 展 巡 河
3000余次，解决涉河
涉水问题 20 余个。
同时，铁力市与同属
呼兰河流域的庆安
县联动，制定了《区
域联防联控实施细
则》，签订了共管合
作协议，成为全省第

一家签订实施跨地区联防联控的县
（市）。另外该市还成功创建国家县域
节水型社会达标县。

推动河道保洁长效化，铁力市建
立“保姆式”护水模式，通过市场化治
理手段，投入99.4万元，公开招标3家
企业，组建了多支河湖保洁队伍，常态
化开展河道疏浚、水域保洁、岸线绿化
等管护任务，做到河岸、水面垃圾日产
日清，成为全省率先实行河道保洁市
场化的县（市）。同时，该市创新小型
水库管护模式，与 6家专业管护公司
签订水库日常管护协议，成为全省第
一个落实水库库长制的县（市）。

推动河湖管护智慧化，铁力市在
全省率先建设了“智慧水利”数字化平
台，依托全域水利一张图，将河湖长制
巡查、河道采砂、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等
功能全部纳入平台，实现巡河保洁、灾
情预防和水利工程动态监控、统一管
理。在实现“河长制巡河系统APP”全
覆盖基础上，该市对骨干河湖定期开
展无人机巡检。今年，铁力市又将 5
个灌区的智能化管理纳入“智慧水利”
平台，进一步提升灌区信息化、数字化
管理水平，力争打造省级标准化灌区。

推动治水成果共享化，铁力市始
终把治河惠民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结合国土空间规划，持续加大对上争
取力度，累计投入 7300余万元，打造
了滨河健康主题公园和铁甲河公园，
使河湖景观成为城市景观“新地标”、
群众休闲“打卡地”。今年，该市计划
投资6000万元，在全省率先建设水文
化公园、水文化博物馆，积极争创呼兰
河国家级水利风景区和王杨灌区水利
风景区，进一步动员全社会珍惜水资
源、爱护水环境。

推动水利工程现代化，铁力市坚
持把水利项目建设作为扩大投资、促
进发展的有力抓手，去年，该市累计投
资 1.6 亿元，实施了呼兰河可持续发
展、中小河流治理、王杨渠首重建、水
库除险加固、农村饮水巩固提升等 9
个项目。今年，该市计划投资 2.7 亿
元，实施侵蚀沟治理工程、水系连通及
水美乡村建设等 3个项目，进一步改
善水生态环境和城乡面貌。同时，铁
力市立足长远、科学规划，因地制宜谋
划储备了依吉密河治理、安邦河灌区
节水改造等 14 个水利基础设施项
目。目前，该市正在开展初步设计、实
施方案编制等工作，全力以大项目、好
项目，精准补短板、强弱项，构建现代
化水利基础设施体系。

铁力市滨河健康主题公园景色宜人。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贾红路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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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贾红路）
塔壳、蒿草、藤条灌木、农作物的皮和秸秆，这
些在林区当烧柴都没人愿意用的林下废弃
物，通过伊春市中艺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富有
创意设计天赋的能工巧匠们之手，魔术般“变
成”了出口创汇的工艺品。

中艺公司将林下废弃物设计、制作成为
节日饰品、家居装饰品、DIY等精美的纯手工
工艺品，其独特的工艺在国内工艺品界独树
一帜，开辟了一条令人艳羡的创新创业之
路。通过连续多年参加中国进出口交易会、
德国法兰克福圣诞礼品展等国际国内的大型
展会，成功地将各类产品出口到欧美等20多
个国家及中南亚地区。2020 年，出口额为
2000 万元，被评为全省“专精特新”企业；
2021年，实现外贸出口额 3660余万元，迈上
了一个跨越式的大台阶。

目前，该公司有在岗员工 32人，外围分
散家庭加工者 120余人，生产规模进一步扩
大。下一步公司将安排更多就业岗位，让更
多的林区富余人员参与到出口创汇事业中
来。

林下废弃物
“变身”工艺品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贾红路）
伊春市以改善城乡生态环境为目标，以扩大
绿化总量、提升绿化质量为重点，全力推进国
家森林城市创建工作。

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工作启动以来，伊春
市以“大地植绿、心中播绿、全民享绿”为工作
重心，不断提升城乡绿化水平。在中心城区、
城区周边和各县（市、区）建成区，倾力打造精
品公共绿地、城市公园、郊野公园、绿道网络，
城市建成区新增绿地面积达 270.85公顷，人
均公园绿地面积达 24.61平方米。乡村绿化
取得明显成效，全市 8个行政村被评为国家
森林乡村，12 个村庄被评为省级森林示范
村。截至2021年底，全市共完成城区绿化面
积345.7公顷，村庄绿化面积984.8公顷，城区
绿化覆盖率、村庄绿化覆盖率分别从创建前
的 37.12%、21.5%提高至 40.3%、34.8%，创森
36项指标现已达标31项。

今年，伊春市将努力构建以森林和树木为
主体、山水林田湖草相融共生的生态系统，全
力以赴打好创建国家森林城市攻坚战，确保全
面完成国家森林城市规划建设任务目标。

全力以赴打好
创森城市攻坚战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贾红路）
日前，省联通公司与伊春市人民政府推进“智
慧城市”建设座谈会暨伊春市综治（网格化服
务）中心信息化平台项目签约仪式在林都宾
馆举行。

座谈会上，联通伊春分公司汇报了推进
伊春“智慧城市”建设工作进展情况，黑龙江
省联通数科公司介绍了综治平台（网格化服
务中心）项目及平台功能。现场双方进行了
伊春市综治（网格化服务）中心信息化平台建
设项目签约。

伊春市委书记隋洪波表示，伊春市与省
联通公司的前期合作已取得了积极成效，伊
春市综治（网格化服务）中心信息化平台建设
项目的签约，标志着双方合作进入了更深的
层次领域，对以党建为引领、以数字化为手段
提升伊春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
平具有重要意义。伊春将与省联通公司一
道，努力将该项目打造成全省的标杆工程、样
板工程。希望双方以此次座谈为契机，持续
巩固拓展合作成果，强化数字场景应用，合力
加快伊春“智慧城市”建设，为数字政府发展
应用新平台建设勾画新图景。

黑龙江省联通公司党委书记刘炳坤表
示，省联通公司将充分发挥企业技术、资源优
势，立足已有合作基础，持续深化与伊春的更
深层次、更宽领域合作，加大对伊春相关基础
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强化数据要素开发，服
务伊春进一步提高数字化建设和应用水平，
助力伊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伊春高质量
转型发展做出企业贡献。

省联通公司与伊春市签约

共同推进
“智慧城市”建设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贾红路）
日前，“奔跑吧·少年”2022年伊春市青少年
陆地冰壶比赛在林都体育场开幕，这是伊春
市抢抓“后冬奥”机遇，积极打造“冰壶之乡”
开启未来发展的第一届陆地冰壶赛。

本次比赛由伊春市体育局、市教育局主
办，旨在贯彻落实市政府与国家体育总局冬
季运动管理中心签订的冰雪运动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培育“冰壶之乡”品牌，推广陆地冰壶
项目在伊春市的知晓率和普及度，为青少年
真冰实训奠定基础。

冰壶是冬奥会比赛项目之一，但对场地、
器材要求非常高，其替代运动陆地冰壶则有
效解决了这些问题。这次比赛在林都体育场
共铺设 6条陆地冰壶赛道，冬奥会赛场上的
冰壶赛道长度是 45.72米，宽度是 4.75米，冰
壶的直径是 30厘米，重约 20公斤，而这次比
赛的赛道进行了等比例缩小。比赛为期两
天，共设置初中男子组、初中女子组、小学男
子组、小学女子组四个组别，吸引全市 16支
代表队175名运动员参加比赛。

青少年角逐
陆地冰壶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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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举行的 2022“林都伊春·仲夏惠游
季”启动仪式上，伊春招商国际旅行社、同阅
酒店的经理代表伊春旅行社行业和酒店行业
做出庄严承诺，为游客做好服务，做优服务，
做诚实守信、文明经营企业，为服务全市经济
社会发展，推动全市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贡献
应尽的力量。

立足“生态立市、旅游强市”的发展定位，
伊春市在全省地级市中率先创建“旅游诚信
示范市”，以此带动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
诚信、司法公信共促共建，进一步推进旅游产
业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效融合，传统诚信
文化与伊春特色文化深度交织，构建旅游行
业诚信体系。

自 2021年 4月份开始，伊春市以旅游行
业为依托，围绕“吃住行、游购娱”等配套产业
链条，相关职能部门联合开展旅游信用大联
盟实践活动，形成信用信息互通共享、相互支
撑的诚信建设工作新格局。

在旅游领域，开展了示范单位、诚信从业
人员和失信旅游市场主体创评，实施旅游诚信
检查，加大旅游诚信宣传，推进旅游行业自律
和诚信建设。在税收领域，以“您诚信纳税，我
诚心服务”为主题开展实践活动，在全市范围
内选取依法纳税、诚信纳税企业树立典型，通
过开展“点对点”帮扶、开通办税绿色通道、实施
定制化服务、助力企业以“信”换“贷”等措施，营
造依法诚信纳税良好氛围。在商务领域，开展
了涉旅商贸行业诚信守法经营示范店创建活
动，组织推广“码上诚信”，对示范单位在行政管
理、项目申报、优惠政策享受、参展参会等方面
给予优先安排和扶持。在交通领域，推广“信
易行”工作机制，开展了星级出租汽车、星级驾
驶人评选活动，树立诚信典型，丰富创新守信
激励措施，让诚信主体有获得感、荣誉感。在
市场监管领域，开展了创建“诚信经营+码上诚
信”联盟活动，以“线下实体店无理由退货”市场
主体为依托，先期在伊美区筛选20家旅游行业
市场主体创建“诚信经营联盟”试点，形成经验
逐步向各县（市）、区推广，促进消费环境和市场
经营秩序健康有序发展。

伊春市采取示范引领，带动更多的旅游
市场主体主动提升诚信水平，市场、旅游、消
防、公安等多个部门深入开展旅游行业联合
督查检查和联合抽查，整治和规范涉旅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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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春夏季旅游大幕拉开

伊伊伊伊伊伊伊伊伊伊伊伊伊伊伊伊伊伊伊伊伊伊伊伊伊伊伊伊伊伊伊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贾红路

夏季的伊春，充满生机和活力，满眼绿色流淌，空气中含有丰富的负氧离子。一座座林中随处可见涓涓细
流，处处可闻莺声婉转，使人“醉”在小兴安岭的大森林里。

近日，2022“林都伊春·仲夏惠游季”正式启动，拉开了伊春夏季旅游的大幕。
今夏，伊春市以“来林都，爽‘伊’夏”为主题，打造了“劲爽驰骋，青山如画”森林自驾、“酷爽玩学·high动暑

假”亲子研学、“畅爽呼吸·森态之城”康体养生、“凉爽度假，拥抱自然”避暑旅居四大主题产品，让游客在清凉
的森林氧吧里全面感受小兴安岭的天然美景和风土人情。

入夏以来，林都伊春的各个旅游景
区明显忙碌起来。

在九峰山养心谷景区，远眺浩瀚林
海碧波万顷，身边涧泉流淌蝶舞花香，山
谷里芍药、百合即将盛开，如织的游人搅
热景区氛围。景区办公室主任杨毅介
绍：“从 5月份开始，景区的游人就陆续
多了起来，针对游客需求，我们推出了各
种项目组合的旅游套票，大家可以赏花、
嬉水、采摘蔬果、攀登玻璃栈道、住宿在
林间小屋，游玩之余还可以品尝林区特
色的美食，景区特有的森林咖啡、山野
菜、百合馒头、各种药酒等都深受游客们
的欢迎。”

永达木艺研学基地张桂侠说，为了
迎接此次盛夏旅游季，研学基地的餐饮、
住宿、研学设施、服务人员等已经提早做
好各项准备，从端午节开始，来基地研
学、亲子游的家庭和学生就特别多，还有
一些单位来此团建。目前看，市内游客
还是主要来源，预计7月份暑假开始后，
省内和国内的游客也会多起来，到时候，
他们的北沉香工艺品也会迎来销售的热
潮。

深耕森林生态旅游主业，建设“森态
旅居城市”，近年来，伊春市围绕“生态立

市、旅游强市”的发展定位持续发力，旅
游产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

日前，仲夏惠游季首发团的组团旅
行社在行程结束之际给伊春市发来感谢
信，表达此行的愉悦与畅爽感受。他们
在信中说，在为期两天的旅程中，大家游
览了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五营国家森
林公园、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九鑫
生态产业园等多个景区，品尝了清新美
味的林都特色美食，感受到了凉爽独特
的伊春之夏。首发团的300名游客在此
次行程中都非常开心，伊春市全方位的
保障工作也为游客提供了安全、文明、有
序的旅游环境。组团旅行社承诺，将组
织更多的游客来伊春旅游，感受这里的
清凉与美好。

清凉伊春准备好了

小兴安岭的森林、江河、湿地等丰富
资源造就了壮美的自然生态，形成了伊
春突出的整体生态化优势。“林都伊春·
森林里的家”作为黑龙江省五大避暑旅
游目的地之一，夏季旅游业态丰富，资源
优势显著，森林康养、避暑旅居、亲子研
学等产品一直受到游客的好评与喜爱。

结合全省旅游市场全面复苏和游客
出行需求旺盛的形势，伊春市率先在全
省启动省内组团游，为激发文旅消费潜
力，伊春市制定了旅游惠企补贴政策（试
行），推出“林都伊春·仲夏惠游季”活
动。从6月6日到7月20日，伊春市对组
织包列、大巴、自驾的省内游组团社给予
奖励补贴，拿出真金白银为文旅企业纾
困解难，推动旅游业加快恢复发展。

入夏之前，伊春市各景区景点已经
做好充分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旅游旺
季。伊春市文旅局负责人介绍，今夏，伊
春市以“来林都，爽‘伊’夏”为主题，打造
了“劲爽驰骋，青山如画”森林自驾、“酷
爽玩学·high动暑假”亲子研学、“畅爽呼
吸·森态之城”康体养生、“凉爽度假，拥
抱自然”避暑旅居四大主题产品。针对

高考结束后家庭游、毕业游、自驾游等暑
期出游群体高峰，契合年轻人的旅行需
求，伊春市还推出精致露营、星空 party、
毕业团建等具有时尚与运动元素的旅游
产品。

入夏以来，伊春市文化旅游活动丰
富多彩，各项优惠政策一波接着一波，营
造出浓厚氛围为夏季旅游预热。

黑龙江林业文工团编排了以林业开
发、生态保护为主题的音乐情景剧《青山
依旧在 森林里的家》；伊春市博物馆推
出了《兴安烽火——伊春抗战史实展》；6
月14日，旨在宣传嘉荫特色旅游资源的
第二届“神州龙杯·嘉宴”烹任大赛在“中
国第一龙乡”嘉荫县开幕……

森林游森林游““大餐大餐””品类丰盛品类丰盛

市场秩序。2021年以来，受理各类旅游投诉
110余起，满意率达100%。

伊春市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下一步，伊春市将把旅游诚信示范市创
建工作作为“一把手”工程，围绕旅游信用信
息归集、多点示范应用、分级分类监管、强化
宣传推广等方面，学习借鉴先进经验，制定更
加具体的推进落实方案，明确时间表、路线
图，挂图作战、压茬跟进，构建闭环工作流程，
确保创建工作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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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森林里的家走进森林里的家，，切身感受林海清凉切身感受林海清凉、、空气空气
清新清新，，真实来看美好自然真实来看美好自然、、绿色生态绿色生态，，亲自品尝亲自品尝
山珍野菜山珍野菜、、特色美味特色美味。。

在伊春在伊春，，一起一起
享受清凉一夏享受清凉一夏，，开开
启快乐骑行启快乐骑行。。

游客与呆萌的梅花鹿亲密接触游客与呆萌的梅花鹿亲密接触。。

森林康养游让人们在大森林里放松身心森林康养游让人们在大森林里放松身心。。

本文图片由伊春市委宣传部提供本文图片由伊春市委宣传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