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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摄 左卫锋 本报记者 刘剑

7月 22日，气温 29℃，地表温度还要高出几度，黑河
市虽然已进入伏天“烧烤”模式，但在中国（黑龙江）自由
贸易试验区黑河片区基础设施工程（一期）项目——互
市贸易产业园项目建设现场，200余名工人依然顶着烈
日，正全力抢抓工期。面对因疫情影响造成施工累计停
滞近三个月的不利情况，作为施工负责单位的中铁一局
已成功实现扭转，截至目前，该项目所有 13栋单体土建
工程已全部完成，预计将于 8月底如期竣工。

项目建设现场，挖掘机、砂石车等各种大型机械设
备不停运转，工人们分布在各个点位加紧施工作业，现
场一派繁忙景象。一名正在砌筑暖通管道井的工人告
诉记者，“除了要克服烈日高温，还要忍受蚊虫叮咬。你
看，我们作业时身边都得点上蚊香，否则身上就得被蚊
虫咬得奇痒难耐。”不远处的另一处工地，几位电焊工人
正在焊接供暖管线，与其他工人相比，他们除了烈日炙
烤外，还得兼顾“体验”电焊辐射出的热度，脸颊上虽汗
水不止，但几个人仍在轮班坚持作业。

项目施工负责单位中铁一局黑河互市贸易产业园
项目负责人胡阿平告诉记者：“为了追回因疫情影响而
耽搁的工程进度，保证项目按时按质按量完成，我们加
大了人力、机械投入。每天都有 200余名工作人员奋战
在一线，几十台大型机械设备同时作业。”据介绍，自今
年 3月底复工以来，施工单位项目部不断细化工期，狠
抓落实，由原来的流水施工改为多线平行施工。现场实
行专人盯点、包保领导盯线、主要领导盯面的立体化网
格管理，层层压实责任，级级明确目标，确保项目按期竣
工交付。目前，项目 13栋单体的土建工作已全部完成，
装饰装修完成 90%，机电安装完成 85%，室外综合管网
完成 95%，室外道路结构层完成 80%。

胡阿平说：“连日来的高温天气对项目建设确实是
一种考验。近期，工人们每天早 5点多就开始施工，除
了避开中午最热的时段，其余时间基本做到不停工。”为
确保施工安全，施工单位还贴心为工人配备了解暑的食
品和药品，并在临时党支部的领导下，加强夜间施工巡
查，为项目建设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保驾护航。

据了解，该项目于 2021年初开工建设，总建筑面积
34044.34平方米，建设内容主要包括 8栋标准厂房、4栋
冷库、1栋管理用房等配套设施。项目投用后，可以为招
商入驻企业提供完善的互市贸易配套设施条件、综合服
务功能，为黑河市对俄进出口加工发展提供便利的基础
条件和空间。

高温烤验
施工不减速

□本报记者 邵晶岩

近期，黑河市把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与增强
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深度融合，开展“六大整治”

“六项提升”等专项行动，充分释放“五个作用”，
推动城市全民全员齐心共创文明城市，确保各
项创建任务落到实处。

发挥班子集体主导作用，高站位发动。树
立全市“一盘棋”思想，各党（工）委“一把手”为
文明创建第一责任人。落实“一体系一清单一
台账”制度，措施有人落、任务有人接、责任有人
担，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推进模式。
选调 17名骨干充实“创文办”，对 140项指标细
化分解。建立督导检查制度，设立 46名网格督
导员，事事有人过问，件件有人落实。

发挥党员干部先锋作用，高标准带动。把
文明创建与 35项活动有机结合，发挥党员干部
先锋作用，带动群众全员参与。开展“周末义务
劳动”系列活动，通过比、学、赛、超等方式，7000
名党员干部参与小区卫生环境达标竞赛，达标
率 80%以上。

发挥先进典型示范作用，高起点引领。推
荐国家、省级道德模范 57人，创建文明单位、文
明乡镇、文明社区、文明校园、文明家庭、文明市
民共计 606个，北安雷锋车队等 18个志愿组织
获省级以上先进荣誉。运用报刊、电视、互联网
等媒体和板报等方式进行典型宣传。全市学
校、医院、社区、公园、车站、广场、集市等公共场
所设置光荣榜 350个。

发挥社区网格平台作用，高品质服务。建
立层层督导机制，解决热点难点问题 1465个。
督促 15个社区按照“方便管理、界定清晰、责任
明确”要求，把网格化建设延伸到户。组建 138
支志愿服务队，人防纳入网格、技防嵌入网格、
物防楔入网格，打通全民创建“最后一公里”。

发挥人民群众主体作用，高赋能推进。利
用公益广告矩阵，制作电子海报 2万张、宣传板
2900块，发放宣传单 6万张。设立社情民意快
捷通道，对社情民意“提级督办”。落实城乡环
卫“门前三包、门内达标”责任制，开展文明城市
创建“六大专项行动”，让群众成为“主角”。

发挥“五个作用”
全员共创文明城

本报讯（记者刘剑）近日，孙吴县组织县纪
委监委、应急、水务等部门组成 2 个联合督查
组，深入全县 28个山洪、沿河重点村屯开展全
面拉网式督导检查。

检查组深入重点村屯，重点查看组织机构
是否健全、避险点设置是否合理、物资储备是否
充足、警示标志是否设立、明白卡是否上墙、预
案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是否合理、群众是否知
晓“如何转移、如何避险”等内容，共检查出预警
设备不完善、明白卡未发到位等 6类 35条问题，
下达整改通知书 1份，提示提醒函 9份。

检查组要求各乡镇和村屯要始终保持高度
警惕。要强化预警监测，及时掌握设备完好情
况，通过预警广播、简易预警设备、喇叭铜锣、上
门通知、短信、微信等多种方式及时预警到户、
到人，做到全覆盖；要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
层层落实包保责任，尤其是独居、野外作业人员
等“五类人员”要一对一落实包保责任；要增加
防汛物资储备，加强重点村屯的演练宣传和培
训，切实提升群众的重视程度和防范意识。检
查组将坚持“汛期不过，检查不停、整改不止”原
则，开展新一轮的督导检查，确保各项隐患整改
到位。

孙吴督查28个村屯
山洪防御工作

本报讯（张瑶 记者刘剑）7月 20日，黑
河市爱辉区水产总站联合农业农村局农业
行政综合执法大队，在法别拉河鳜国家级
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开展 2022年黑龙江
干流爱辉区段珍稀濒危鱼类增殖放流活
动，共向中俄边境黑龙江水域放流 2万尾
施氏鲟鱼苗。

放流前，工作人员现场对鱼种选购、数
量统计、检疫、运输保障等方面进行了精心
组织和安排。到达放流目的地后，在黑河
市公证处、增殖放流工作人员以及各界群
众的见证下，2万尾施氏鲟鱼苗争先恐后
地涌出袋子，乘着“滑梯”游入黑龙江。

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施氏鲟是我
省特有鱼类，属于国际濒危鱼类，被称为

“水中大熊猫”“活化石”。本次增殖放流
的施氏鲟鱼苗均为经药残、疫病检验合
格并进行种质鉴定后，挑选质量好的子
一代。

爱辉区水产总站副站长郗明君介
绍，在放流前，由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黑
龙江水产研究所科研人员对鱼苗进行了
10%的标记，以便后期对放流鱼类样本跟
踪监测和回补，推算放流鱼类的分布和
生长情况，评估增殖放流的效果。

爱辉区放流2万尾
施氏鲟鱼苗

本报讯（姚爱群 记者刘剑）近日，逊克县打造的“中
俄画家小镇”正式启用，这为逊克县旅游业增添了一张亮
丽名片。

逊克县在有着“俄罗斯族第一村”之称的奇克镇边疆
村创建了“中俄画家小镇”。作品由俄罗斯人民画家、功
勋画家、美协会员以及黑河本土画家创作，具有较高的艺
术鉴赏、收藏价值。展馆共分为 4个展厅，本轮展出 62幅
油画及水彩画作品。

逊克县旅游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中俄画
家小镇’正式启用后，将不定期邀请中国画家及黑河学院
的教师学生赴逊克采风和创作，相信通过‘中俄画家小
镇’项目的创建，会将逊克县的生态优势、文化优势、口岸
优势、资源优势等进一步释放。”

逊克“中俄画家小镇”
正式启用

内外兼修 精心描绘黑河美丽画卷

□文/摄 曹阳 本报记者 刘剑 邵晶岩

今年，黑河市城区确定立项改造老旧小区
21个，惠及居民6163户；梳理绿地4万平方米，
修剪乔木 3500 余株，新植补植乔木 271 株，种
植灌木2000丛，补植绿篱26000株，共栽植花卉
100余万株；建设完善各项排水防涝设施，目前
城区已经基本消除易涝点……一项项民生工程
或正积极推进，或已顺利完工，市民见证了城市
实实在在的变化，都打心底里为自己的家乡感
到自豪。

黑河市将继续全力做好城市景观和各项基
础设施等民生工程建设，强调标准是要扮美“面
子”，更要做实“里子”，建设和改造的工程要让
百姓真正满意。

“我们小区外墙粉刷、抹水泥
等，工人们都反复操作了两三遍，
屋顶也认真做了防水……”中龙家
园小区居民邹新宇开心地说，今年
的旧改相关政策要求，每一位居民
都是旧改工程的监督者，很多居民
每天都关注着工程进展情况。

据介绍，黑河市此次改造建立
了由质量监管部门、监理单位、街
道社区及居民代表参与的质量控
制监督机制，健全项目相关信息全
程公示制度，加入“全省老旧小区
改造管理平台”，设立居民调解员，
听取居民诉求。为此，黑河市老旧
小区改造办公室工作人员每天早
上 6点都会到达施工现场，对施工
质量、进度等进行核对检查。居民
的意见可以第一时间向工作人员
反馈，施工单位及时了解居民诉
求，对应进行改进。

在改造之前，黑河市结合机关
“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将城区旧
改项目列入全市攻坚破难计划，成
立工作专班推进。市领导多次到
社区调研指导、现场办公，专班成
员单位合力破解拆除违建难题。
在街道社区配合下，市住建局、城
管执法局、自然资源局联合办公，
拆除原始配建棚子 213 个、各类违
建 43处。

黑河市科学推进“一楼一案”，
以基础类改造为主，同时安排完善类改造内容，
合理增设运动休闲设施，进行适老化改造；适当
安排提升类改造内容，抓好小区监控系统和封
闭设施建设。为此，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专题
召开民意征集工作部署会，发放民意调查表，收
到居民反馈意见和建议 700余条。

“群众的期盼值越高，我们对自己的要求就
要越严，这项民生工程必须兼具高度、精度、温
度，才能‘改’出幸福感，‘造’出满意度。”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四级调研员蔡维砚介绍，“量体裁
衣”式的改造，是从城市和百姓的角度出发，既
切实解决好居民各类难题，又更好地与城市既
有建筑风格风貌相衔接融合。据悉，黑河市已
连续 4年的老旧小区改造，直接惠及居民 1.6万
余户、共 4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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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夏，很多市民都欣喜地发现，
街头绿色景观更多更“有形”了，不少
地方也增设了花箱，美丽的鲜花竞相
开放。

年初以来，黑河市城管执法局依
托“春风春绿”“夏净秋扫”等城市风
貌专项整治行动，紧抓黄金时期，对
绿化景观进行细致管护，使经过寒冬
侵袭的绿地花草焕发出新的生机。

自今年 4月 1日起，该局全面启
动春季修剪整形和绿地梳理工作，共
梳理绿地 4万平方米，清除冬季残留
树木枯枝、落叶等 88 吨，修剪乔木

3500 余株，修剪绿篱 93600
平方米。新植补植柳

树、榆树、糖槭等
乔木 271株，种

植 灌 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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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篱 26000 株，铺种草坪 580 平方
米。该局还在市区通江路、王肃街重
要节点摆放花箱 63组、花架 6组；在
黑龙江公园、龙滨公园、大岛桥绿化
带、在水一方广场等位置及市区内重
点部位花池共栽植花卉 100余万株，
营造出花团锦簇、姹紫嫣红的彩色景
观。

市园林中心绿化大队队长张强
告诉记者：“由于近期雨水量大，绿篱
生长很快，给绿篱修剪工作增加了工
作量。现在一两天就要把主干街道
修剪一遍，我们做到每天不歇班，保
证其高度整齐、造型协调。”据介绍，
每天园林一线工人都要扛着十多斤
重的绿篱修剪机作业，一天下来，累
得手臂都抬不起来，手被划破刺伤也
是常有的事，但是工人们毫无怨言，
干劲十足。

此外，今年黑河市重点打造大黑
河岛生态广场，其建设面积 55727平
方米，广场主要由“一核一带五区”组
成，即中心观演区和滨江环路景观
带，以及入口景观区、岛头眺望区、鱼
水情景区、坡地景观区、景观休闲
区。目前项目已基本完成，正在进行
细节雕琢等收尾工作，待广场开放
后，将成为黑河市的城市会客厅和中
俄两国界江上的一个网红打卡地。

精细为要 打造城市绿化新常态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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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 丽 风 景
的同时，黑河

市同样没有忽视
“地面下的工程”。为

有效应对今年夏汛形势，黑
河市正在全力做好城市排水防涝方
面的准备工作。

黑河市城管执法局多次召开相
关会议，明确责任领导、任务分工
及人员编组，按照“平战结合”原则
组织防汛抢险突击队。市城管执
法局排水中心相关人员介绍说：

“黑河市现有排水管网 157 公里，并
配有 2.5m3/s、10m3/s 雨水泵站各 1
座、污水泵站 2座，目前老城区排水
体制为截流式的合流制，新城区为
雨污分流体制。经过不断改造和
整治，今年城区已经基本消除易涝
点，尚未发生内涝险情。”

汛期到来之前，责任单位组织对

全市排水防涝设施进行全面检查和
维护，确保排水管道畅通，泵站正常
运行。围绕大黑河岛桥、九曲桥等防
汛重点部位，全方位、拉网式开展隐
患排查，排涝泵站 24小时轮流值守，
随时启动降低管道存水，缓解市内管
网出水压力，防止内涝。同时强化建
设工地施工管理及道路清扫保洁管
理，严查将废弃物排入排水管网，避
免造成雨水口堵塞。

此外，市城管执法局加强对市
区照明设施的运行管护，检查容易
产生积水低洼地段的配电设施，防
止降雨期间发生漏电事故，确保汛期
内城市照明设施的用电安全。在防
汛末端，一方面抓好污水处理厂运行
安全，加大城镇污水处理厂排水口与
黑龙江水位监测频次，采取相应措施
防止河水位上涨造成倒灌。另一方
面，针对汛期可能出现的垃圾填埋场
渗滤液溢流、堆体坍塌等情况，采取
临时覆盖、启动应急设备等应对措
施，多措并举筑牢防汛防涝“新堤
坝”，全力确保城市安全。

预防为主
筑牢防汛防涝新堤坝

日前，在黑河市爱辉区张地营子乡泡子
沿村的塞北荷塘，上千朵有着“花中睡美人”
之称的睡莲竞相绽放，吸引了络绎不绝的游
客前来打卡游玩、观赏采风。小小睡莲不仅
让这里成为黑河市民纳凉休闲的好去处，还
成为了当地村民致富的“经济花”。

近年来，泡子沿村重点打造塞北荷塘乡
村旅游综合体，发展了以“休闲观光、种植采
摘、特色餐饮、烧烤野餐”为一体的“睡莲经
济”，让其成为当地一张亮丽的名片。

范琳琳 敬斌 本报记者 刘剑摄

千朵睡莲开
游客络绎来

工人正在顶着烈日焊接管线工人正在顶着烈日焊接管线。。

施氏鲟鱼苗施氏鲟鱼苗。。
张瑶张瑶 本报记本报记

者者 刘剑刘剑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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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江边公园一角美丽的江边公园一角。。

精心修饰的绿植造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