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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董田胜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潘宏
宇）近日，双鸭山市市场监管局针对药品、医疗器
械、化妆品的虚假宣传和违规生产经营问题在全
市范围内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据了解，此次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整治药品虚
假宣传和违规经营问题，在药品零售经营环节重
点整治夸大功能主治、以非药品冒充药品的虚假
宣传和违法违规经营问题；重点加强对退烧、止
咳、抗病毒、抗菌素等防疫“四类药”实名登记销
售和含麻精药品复方制剂的监管。重点整治医
疗器械虚假宣传和违规生产经营问题，对医用口
罩、医用防护服、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等防疫
医疗器械虚假宣传和违规经营等问题重点整
治。通过整治实现对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试剂使
用单位监督检查覆盖率 100%；对虚假宣传、网络
监测、投诉举报、抽查检验不合格防疫医疗器械
处置率 100%。

双鸭山市市场监管局

整治“药械”
违规生产经营

本报讯（董田胜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潘宏
宇）近日，双鸭山市人大常委会颁布《双鸭山市中
心城区停车管理条例》，此条例自 7月 1日正式实
施。

据了解，近年来双鸭山市机动车保有量快速
增长，城市停车设施总量不足、资源配置效率不高
等问题日益显现。截至目前，全市小型机动车保
有量已接近 19万辆，年均增长近万辆，但登记设
置的城市道路停车泊位仅有745个。

《双鸭山市中心城区停车管理条例》的正式实
施，既是以地方立法服务城市发展大局的重要举
措，也是充分发挥立法引领和推动作用，为停车秩
序管理设定法定程序的制度保障，标志着停车秩
序管理全面步入科学化、制度化和规范化轨道，具
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双鸭山市中心城区
停车管理条例实施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潘宏宇）
为推动双鸭山市营商环境优化再上新台阶，
创新服务企业方式，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全
市首席服务员已全面行动起来，主动实地走
访市场主体，对接政府惠企政策，全力为企业
纾困解难。截至目前全市390名首席服务员、
548名联络员，与规上企业的服务覆盖率达到
100%、对接率100%。

双鸭山市各级首席服务员通过“面对
面”交流，及时听取市场主体的意见和呼声，
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今年上半

年各级营商部门邀请企业代表 404家，组织
召开了各种形式“政企交流”活动 47 次，收
集问题 34个，征求意见建议 15个，已解决市
场主体问题困难 30个，采纳意见建议 10个，
未解决的问题困难已纳入市场主体问题困
难台账与全省企业调查问卷 136 项问题台
账同时推进。

在全市开展首席服务员制度以来，各级
首席服务员也各显神通，大胆创新，更好地
把首席服务员制度落实落靠。其中友谊县
立足县情实际，分类分区域采取“一对一”

“一对多”和“1+1”双配置服务模式，对包保
企业由各单位各部门主要领导担任企业首
席服务员，实行“一对一”升级服务，“点对
点”联系包保；尖山区 148 名首席服务员以

“店小二”身份，主动下沉到辖区 1736 家企
业，建立了服务企业微信群，宣传惠企政
策，指导复工复产，积极协调解决企业 (项
目)生产建设经营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当好
政企沟通“联络员”、问题化解“协调员”、企
业发展“服务员”，做到“有事服务好、没事
不打扰”。

首席服务员搭建“政企连心桥”

□杨军 李莹莹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潘宏宇

“指挥中心接到网格
员反映双拥广场有人员
聚集，请无人机查看现场
情况。”“指挥中心，无人
机接到指令，准备就绪。”

“无人机请向上飞行
200米，请 360度旋转，无
人机请及时将人员进行
疏散。”“人员请散开，人
员请散开。”

这是双鸭山市岭东
区网格指挥中心利用无
人机通过视频传输画面
及高空喊话处理人员聚
集突发事件的模拟场
景。如今，在岭东区网格
化服务中心视频监控系
统接入了城区监控系统，
共有城区监控78个，农村
村屯监控63个，接入全市
四个区各类监控 400 多
个。

据岭东区网格化服
务中心工作人员介绍，岭
东区高空瞭望监控球机，
可以 360度查看岭东区的
全景，通过 50 倍变焦功
能，可拉远拉近，数千米
之外清晰可见，高空瞭望
鹰眼实现城乡全景监
控。城区固定点位监控
也可实现 360 度旋转，如
遇到突发事件，可以根据
需要进行拉近，对事件的
情况可以有进一步的了
解。对重点区域、卡口进
行固定监控，实现了农村

道路进出口、村内广场和村委会办公点等
重点部位全覆盖。

秸秆禁烧热感监测系统，安装双光谱
热成像6公里云台设备3台，实现重点区域
范围实时监控。该系统能够自动搜索热
源，判定火情，卫星定位抓拍，实现自动报
警、自动取证、即时处置。

同时，网格化服务中心拥有道路交通
监控查询系统，能够查询两个月内监控抓
拍照片，描绘出车辆行程轨迹。该系统通
过车牌号码锁定，可根据需要填写时间节
点，调阅出车辆的运行轨迹，方便对重点车
辆行程进行管控。为治安防控、打击违法
犯罪等工作提供科技支撑。

通过岭东区网格化服务中心视频监控
系统安装的全国综治视联网系统，顺利完
成了相关信访维稳工作。这个平台向上可
连接中央、省、市的综治中心，向下可连接
乡、街道、村、社区，已实现与“一乡六办”、7
个行政村、14个社区的五级纵向联通，可
随时召开视频会议，远程部署指导各项工
作。

此外，网格指挥中心的大数据系统含
有数据概览、日常工作、网格员轨迹和疫情
防控四个模块。各级网格中心、村社区网
格服务站都可以登录大平台，依据不同的
权限，查阅、调取本辖区的数据，从而打通
了全区的数据壁垒，实现了各个层级数据
的导入、导出，实现共建、共享，为基层社会
治理工作提供了信息化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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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博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潘宏宇

走进友谊县成富乡大成富村看到的是一户户
农家院内房前屋后的小菜园垄齐秧壮，生机盎然。

据了解，成富乡大成富村是朝鲜族聚集村，近
几年，村内的朝鲜族年轻人大都去了韩国务工，宅
前院后留下许多闲置田地。为了能让这些闲置的
土地资源得到合理利用，从而改善环境增加收益，
年初，乡党委多次深入大成富村进行实地考察调
研，借助村屯人少、庭院闲置的优势，因地制宜，统
一规划，决定分区域种植蔬菜、瓜果、花草、药材等
作物，并美化一处休闲游玩区域，打造大成富村

“五小园”小生态板块，即“小菜园、小药园、小果
园、小花园、小游园”。在打造“一村一品”的同时
带动村民增收，为建设生态美丽宜居少数民族文
明乡村打牢基础。

“我们的着力点是把‘五小园’打造成可采可
景、可食可赏、可大可小，具有少数民族独特乡土
气息的庭院经济。”成富乡党委书记赵大光介绍，
该乡党委牢固树立全县“一盘棋”思想，始终坚持

“三个有利于”的原则，在打造“五小园”小生态板
块中与驻村工作队形成合力。

“我们还将围绕‘小菜园’，建设具有朝鲜族
特色的长廊、凉亭等，打造与其相适应的具有朝
鲜族特色的餐饮行业，让前来观赏游玩的客人
品味绿色蔬菜和朝鲜族特色的美食，余下的蔬
菜也可对外销售，从而激发农户自觉参与、自主
管理的热情。”友谊县交通局驻大成富村工作队
负责人说，找准路径，有效增加脱贫户和农户的
自我发展能力，是接下来发展乡村振兴中的重
要工作。

“感谢乡政府和驻村工作队，之前我们多余的
土地一般都种了玉米，现在改种果树和药材，到了
上秋收入肯定比之前高很多。”大成富村村民姜志
斌激动地说，在友谊县交通局驻大成富村工作队
一步步地帮助下，他把自家房前屋后的土地改成
了“小果园”和“小药园”，不仅有专业的技术指导
还能提高经济收益。

友谊县农业农村局负责人说，通过在全县乡
村推广“五小园”，紧密结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引
领组织广大群众以家庭为阵地，以创建“美丽庭
院、美丽菜园”为载体，进一步改善环境，带动庭院
经济，为乡村振兴打牢坚实基础。

“五小园”串起
乡村振兴好“钱”景

旅游发展大会
做活文化旅游朝阳产业

仲夏时节，位于宝清县七星河乡东强村
七星河湿地综合服务区的建设现场一片繁忙
景象，服务区总占地面积2万平方米，目前服
务区的各项基础建设已经进入到收尾阶段。

“这里作为首届双鸭山市旅游发展大会
的主会场之一，将在旅发大会期间举行一系
列的活动。”宝清县七星河湿地管理局副局
长李鑫说，在抢抓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七
星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退耕还湿和生态修
复项目也在同步进行中，将实验区逐步打造
成多个不同生态特征、不同观赏目标、不同
生态体验的四个生态区，已形成“一湖、一
海、一塘、一岛”的规划蓝图，并为旅发大会
设计出 4条生态游路线，分别为“印象北大
荒之旅”“雁栖湖生境之旅”“绿色田园之旅”

“探索发现之旅”。
双鸭山市以“多彩双鸭山 魅力宝清城”

为主题的旅游发展大会即将在 8月中旬在
宝清县召开，作为本届旅游发展大会的举办
地和东道主，宝清县积极抢抓各项目建设工
期，确保圆满完成首届双鸭山市旅发大会的
承办工作。

宝清县将以本次旅发大会的召开为平
台，全面展示近年来宝清县在生态修复、河
湖治理、脱贫攻坚、产业调整、文物保护、乡
村振兴、精神文明建设、红色文化挖掘等方
面与旅游的深入融合做法，扎实推进一个文
化创意中心、两个文化公园、三个核心景区、
四个旅游示范村、五个生态观光湖建设，用
宝清文旅兴县的典型经验为“多彩双鸭山”
品牌贡献宝清力量。

据了解，本次双鸭山市旅发大会将秉承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以举办旅发大会
为契机，以做活文化旅游朝阳产业为目标，以
文化生态旅游为主题，以生态衍生产品为内
容，结合创意经济和数字经济，加快建成具有
代表性的“北大荒”特色文化旅游基地。

风景这边独好
旅游资源优势明显

双鸭山市被誉为“黑土湿地之都”“绿色
生态之城”，四季分明，景色各异，具备发展
全域旅游的基础和条件。尤其是随着近年
来双鸭山不断加大旅游投入，旅游基础条件
不断改善，发展全域旅游的潜力和优势更加
凸显，这座黑龙江省唯一的“国家森林城市”
发展全域旅游的优势明显。

“生态优势”是双鸭山的先天优势。森
林覆盖率 40%，建成区在 46.5%以上。乌苏
里江是全国少有的几条没有污染的河流，是
全球生物多样性保存最为完好的地区之
一。全市饮用水水质达标率 100%。空气质
量达标（二级、优良）天数已达315天。

“区位优势”是双鸭山得天独厚的资
源。双鸭山隔乌苏里江与俄罗斯相望，国家
一类口岸——饶河口岸是除黑河外全省中
俄对应距离最近的口岸。300公里半径内辐
射名山、同江、抚远、虎林、密山等5个口岸，
呈扇形辐射俄远东地区。

“文化优势”是双鸭山发展旅游产业的
“底牌”。双鸭山曾是满族祖先挹娄人的肇
兴之地，已发现各类古遗址 1300余处，其中
凤林古城、炮台山古城遗址是同时期我省规
模最大、规格最高、最具代表性的城址。北
大荒文化、抗联文化以及知青、煤城等特色
文化，共同形成了双鸭山厚重的文化氛围。

“资源优势”在煤城双鸭山看来自不必
说。双鸭山所处的三江平原是中国唯一、世
界仅有的三大黑土地之一，是我国黑土地核
心区，农业综合机械化率达93%。流经双鸭
山的乌苏里江沿岸分布着丰富的旅游资源。

一核两带三廊四区
叫响全域旅游品牌

依托大湿地、大森林、大界江等生态优
势，坚持全域、全季旅游发展定位，深度挖掘
各类旅游资源，打造“一核两带三廊四区”旅
游产业发展格局。要精心设计全域旅游产
品，加快景区及线路基础设施互联配套，分
类推出一批红色基因、绿色生态、黑色资源、
银色冰雪及历史文化旅游目的地，培育壮大
旅游市场主体，叫响“多彩双鸭山”旅游品
牌。双鸭山市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对双鸭
山市的旅游发展进行了精准定位。

近年来，双鸭山不断加强顶层设计，解
决旅游“不系统”的问题，推动《双鸭山市全
域旅游发展规划》的实施。按照《规划》“一
核两带三廊四区”的整体布局，对照近五年
目标任务，督导各责任单位落实责任，确保

计划实施到位。
持续加强产品营销，解决旅游“不知道”

的问题。充分利用“双山合作”平台，加强主
题活动策划，强化宣传推介力度，力争在提
高双鸭山知名度、美誉度上及区域联合发展
上实现新突破。

加强旅游产品供给，解决旅游“不满足”
的问题。推动“飞机楼”文旅创意产业园、岭
东区东湖温泉康养旅游度假中心、羊鼻山旅
游区、宝清县天府景区文化旅游基础设施建
设、宝清县知青特色文化康养小镇、饶河县俄
罗斯风情园、大顶子山旅游风景区等项目落
地；以七星山汽车营地项目为牵动，加快推进
各县自驾车营地建设进度，构建双鸭山自驾
游特色旅游产品；推动湿地、农业、文化产业
等与旅游业融合发展，推出四季旅游产品。

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解决旅游“不便
利”的问题。持续推进《双鸭山市旅游景区品
质提升三年工作方案》落实，督促并指导各县
区、各景区加强景区旅游道路建设。加快推
进景区旅游厕所、游客服务中心、停车场、自
驾车营地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智慧旅
游建设，初步建成大数据体系、智慧酒店、智
慧景区、智慧自驾、智慧营销等体系。

放歌乌苏里，燃情北大荒。“多彩双鸭
山”正张开怀抱，“捧”出精心设计的全域旅
游产品，迎接八方宾客的到来！

多彩双鸭山全域旅游百花开百花开百花开百花开百花开百花开百花开百花开百花开百花开百花开百花开百花开百花开百花开百花开百花开百花开百花开百花开百花开百花开百花开百花开百花开百花开百花开百花开百花开百花开百花开百花开
本报讯（马淑芬 黑龙

江日报全媒体记者潘宏宇）
近日，通过广泛征集社会意
见、聘请专业团队设计，最
终确定了双鸭山市首届旅
游发展大会的承办地标识

“翱翔”和吉祥物“鹭宝”。
吉祥物“鹭宝”的设计

源自于宝清素有的“中国白
琵鹭之乡”美誉。“鹭宝”萌
态十足，顽皮可爱，忽闪着
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无忧
无虑地欢快奔跑、展翅欲
飞，象征着宝清县七星河湿
地优良的生态环境是野生
鸟类繁衍生息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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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二十多名哈尔滨游客坐上开往双鸭山的高铁列车，开启今年“多彩双鸭山 周末游东极”旅游活动的首发。
七星河自然湿地景色迷人，友谊万亩良田展现着现代化大农业的科技与震撼，仙境一般的乌苏里江揭开她美丽

神秘的面纱……两天半的时间里，游客们先后来到青山国家森林公园、北大荒农机博览园、七星河湿地生态旅游区、
彩云岭等景区，感受原生态的天然美景。

近年来，双鸭山市把旅游产业作为调优产业结构的重要支撑，加大景区品质提升、旅游形象推介、基础设施完善
力度，加快安邦河“城市之源”文化旅游产业带、集贤七星山国家森林公园和房车自驾游营地、友谊县成富朝鲜族满
族乡特色民宿、宝清圣洁摇篮山全季旅游、赫哲风情农旅文融合发展示范基地等项目建设，努力将绿水青山打造成
金山银山。

□杨军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潘宏宇

盛夏时节，双鸭山市四方台区紫云岭下，百花争相盛开，姹紫嫣红，美不胜收，吸引了不
少周边的游客来此共赏花海的优美风光。 姜风雷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潘宏宇摄

集贤七星峰。 许春娟摄

宝清圣洁摇篮山芝樱花海。 张仁才摄

近日，双鸭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组织开展了
“雷霆之夏”酒驾、醉驾、毒驾整治专项行动，全力
预防和遏制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潘宏宇摄

乌苏里江湿地乌苏里江湿地。。许春娟许春娟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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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风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