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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泽怡 本报记者 贾红路

冷库的温度和湿度等各种数据
每 6 秒钟即时更新，在手机端可实
时监测查看，这是铁力北药仓储冷
链物流基地数字化仓储管理的一
角，同时这里还拥有保鲜库、中药
材交易大厅、中药材初加工共享车
间等，园区内的中药材检测检验中
心已经通过验收即将投入使用。

总占地面积 7.54 万平方米的铁
力北药仓储冷链物流基地，是铁力
市正在全力打造的全省最大中药
材集散基地，信息化平台、智能化
管理、强大的仓储能力将为基地带
来产业集聚效应。

铁力市松涛集团副总经理李维
峰介绍：“铁力北药仓储冷链物流
基地从 2019 年开始建设，目前已经
基本完成，未来这个基地还将向三
个方向发展，第一个就是中药材的
集散，有了产品的集聚，就会有产
业的集聚，慢慢形成市场流，希望
未来这里成为中药材的交易市场；
第二个是希望深耕速冻食品的加
工；第三是力争打造成一个小兴安
岭粮食的仓储基地。通过这三块
业务，我们力争把项目打造成小兴
安 岭 农 林 北 药 三 产 融 合 的 综 合
体。”

近年来，铁力市通过顶层设计、
政策引领、招商引资，来全力推动

“中草药+产业”深度融合发展。以
中草药种植与开发为重点，积极推
进产地道地化、种源良种化、种植
标准化，强化中药材种植体系。明
确了平贝母、人参等重点品种，以
及刺五加、防风等多个辅助品种。

随着全市中药材规模的不断扩大，对于中草药仓
储、加工、销售为一体的产业集群的需求正在不断
扩大。

铁力市中药材产业服务中心副书记李鹏飞介
绍：“目前铁力区域的中药材种植面积已达十余万
亩，主导产业平贝、人参在全国也具有一定的优
势。特别是我们的平贝，每年的干贝产量达到全
国销售比例的三分之一，在全国的议价权上有一
定的主动性。目前规模种植基地已经达到 9 家，
初加工厂达到 16 家，药品生产企业已经达到 6 家，
全市的中药材种植户 1300 余户。2021 年的年产值
已经超过 12 亿元。下一步我们将以平贝、人参为
重点，把中药材产业做大做强，争取做成全省乃至
全国重要的中草药种植集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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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贾红路）日前，由伊春市退役军人事
务局主办，伊春技师学院承办的第三届全省退役军人
创业创新大赛伊春市初赛暨伊春市第一届退役军人创
业创新大赛举行。

本次大赛以“立时代创业创新潮头 展林都退役军
人风采”为主题，分为新兴产业、传统产业及生活服务
业和现代农业 3个赛道，共有 17个退役军人创业创新
企业（团队）参赛，项目内容涉及农业、制造业、食品行
业、服务业、互联网行业等多个行业领域。比赛项目评
审采用“路演+答辩”方式进行，赛事评审团根据创新
引领性、带动就业、项目团队、发展现状和前景四个方
面进行综合评分。最终评选出优乐儿童体智能馆、黑
龙江农垦人酒业有限公司和伊春市巅峰养殖有限责任
公司 3家优秀企业代表伊春市参加省级比赛。

大赛为伊春市广大退役军人创业者搭建了展示自
我、放飞梦想的平台，充分发挥退役军人创业引领示范
带动作用，在全社会营造支持退役军人创业创新的良
好氛围，进一步激发广大退役军人创业者的创新潜能
和创造力，帮助退役军人实现创业创新梦想。

首届退役军人
创业创新大赛举行

本报讯（记者贾红路）嘉荫县首个红色朗读亭日前
亮相江滨公园，对市民免费开放。市民可以在这个小
亭子里体验朗读的快乐，朗读亭里面设有完整的触摸
屏点播朗读系统、专业的朗读设备、丰富的朗读资源和
舒适的朗读环境供市民体验。

红色朗读亭外形酷似电话亭，以朗读体验为主，集
朗读练习、录制、演讲等于一体。朗读亭内的屏幕首页
有诗歌、文学、红色经典、英文名著、少儿读物等多种可
供选择的朗读内容。读者只需扫描屏幕二维码，按操
作步骤进入系统，选择阅读文件和背景音乐，便可开始
朗读。

据了解，嘉荫县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
建设，将县内 16个公交站亭侧方广告栏设置成“红色
阅读角”，在各单位铺设“红色阅读角”与江边红色朗读
亭、政府公共阅读空间共同构成公共文化矩阵，加强文
化惠民网格构建，更好地发挥各文化阵地作用，推进互
联网和移动端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体系建设，实现网
络化、移动化、分众化服务。

嘉荫

红色朗读亭免费开放

本报讯（记者贾红路）日前，伊春市防汛抗旱指挥
部在友好区滨水大桥东侧友好河水域组织开展“龙威·
2022（伊春）”防汛应急实战演练。

随着演练指令正式下达，三支红色信号弹快速升
空。一场以受暴雨天气影响，友好河水位猛涨，发生洪
水灾害和水域事故，防汛应急抢险救援工作受到巨大
挑战为背景的实战演练全面展开。随着一道道命令的
下达，各参演单位指战员迅速行动，按照演练流程有序
开展演练。

此次以“防汛抢险、防汛救援”为主题的实战演练，
围绕“大灾、巨灾”处置、“重兵、重装”整合、“洪水灾害、
水域事故”叠加、“实装、实训”实战，全力打造应急抢
险、应急救援铁军。依次演练了城市洪涝水域淹没分
析、直升机孤岛救援、直升机投送抢险物料、垒筑子堤、
加固堤脚、溃口封堵、无人机侦察与水面遥控机器人救
援、快速离心救援、IRB活饵救援、翻艇自救、水下机器
人搜寻、救生抛投器救援和舟艇编队等 13个科目。

演练由伊春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主办，市应急管理
局、市消防救援支队、市森林消防支队、应急航空救援
伊春站、伊春军分区战备建设处、友好区政府承办。共
调集了 355名抗洪抢险突击队员，全过程、全要素对抗
洪抢险各类场景进行了演示。

伊春进行
防汛应急实战演练

本报讯（宋德志 陈国铭 记者贾红路）截至目前，
伊春移动公司已完成哈伊高铁沿线网络和 63个基站
的规划、设计，计划高铁运行前完成全部站址开通，实
现哈伊高铁铁力至伊春段网络信号全面覆盖。

哈伊高铁 2021 年开工，计划 2024 年全线正式通
车，线路总长 300 公里，铁力至伊春段线路长 112 公
里，设计速度 250 千米/小时。由于高铁车厢材质特
殊、高速移动、全封闭，加之伊春山区森林覆盖广、地
形条件复杂等特点，会产生网络信号穿透损耗大、多
普勒频移偏大、切换频繁等诸多困难，为解决这些困
难，伊春移动公司组织专家小组经多次测试、反复论
证，最终确定采用 FDD900M（4G）+FDD700M（5G）
设计方案，该设计方案是结合伊春地域特点依据移
动通信中电波传播原理进行的优化和升级，可实现
沿线网络信号连续覆盖，这将是全省第一个使用这
一技术的高铁专网。

为加强网络覆盖的效果和强度，伊春移动公司牵
头联通、电信、铁塔公司和规划设计院一同到高铁沿线
各点位实地勘察，经过多次模拟实验，充分征求各方意
见，最终确定基站的塔高、站轨距、电力供应等建设标
准和原则。

哈伊高铁铁伊段完成
网络和基站规划设计

演练现场。 胡锡韦摄

平贝加工车间。 本报记者 贾红路摄

“当伊春市与华侨城旅投集团由初步合作逐步
转入实质性合作后，双方立足伊春旅游资源禀赋和
文旅产业发展实际，结合华侨城旅投集团在投资、规
划、游客导入、运营管理等方面的优势，已经找准了
下步合作的切入点、突破点、落脚点。”马胜利说。

据了解，伊春市与华侨城旅投集团将以推进国
有旅游景区经营权、优质文旅资产等方面合作为重
点，按照市场化原则，成立以轻资产运营为核心的经
营性合资平台公司。公司将对注入的资源资产进行
统一管理，实施全面整合营销。目前，相关文旅资产
摸底、尽职调查、评估和整合等工作已经展开，全力
推进合资平台公司组建。

围绕“森态旅居”城市新卖点，伊春——人们心
之所往的高品质旅游目的地形象进一步明晰。

将汤旺河景区定位为全域旅游战略支点和领军
企业，五营景区定位为创建伊春第二个国家 5A级景
区，溪水景区定位为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全面推

广景区标准化建设体系，提升伊春特色旅游产品业
态运营服务水平。

在汤旺河景区，省内标准最高的游客中心和生
态停车场系统已经投入使用，未来，这里还将建成水
上世界、森林王国、智慧旅游、光影科技、产品中心等
项目；根据规划，五营景区被定位为世界红松主题公
园、伊春红松精神的观摩胜地，红松博物馆群落、无
动力乐园、喊泉、天空之境等未来将成为这里的招牌
卖点；溪水景区定位为伊春近郊微度假地，围绕红色
教育和生态研学（基地），打造国家旅游度假区，现在
这里的田园采摘体验、鹿溪牧场互动、醉蝶花谷打
卡、水上娱乐休闲、特色民宿体验、林下经济示范基
地、农家有机餐饮项目已经开展得红火热闹。

从综合赋能合作到建立轻资产合资平台公司，
擎起“央地合作”画笔，绘就伊春旅游强市奋进蓝
图，伊春与华侨城正向着融合发展、共赢发展的目
标迈进。

看央地合作
如何赋能伊春旅游

旅游行业“国家队”华侨城首过山海关

□文/摄 本报记者 贾红路

一方是旅游资源禀赋强但存在有产品、缺流量发展瓶颈的伊春；另一方是国内旅游行业
的“国家队”和“领跑者”大型央企华侨城旅投集团。

深入实施旅游强市行动的伊春，在寻找破题之钥时，找到了央企华侨城。
2020年 9月，伊春与华侨城旅投集团签订《关于伊春全域旅游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推

动伊春资源优势、生态优势向经济优势、发展优势转化，寻求伊春市与华侨城共赢发展。
这个东北地区唯一一个旅游央地合作项目被列入国家国资委“东北振兴央地百对企业协

作计划”中，开创了华侨城集团与黑龙江省乃至东北三省进行文旅合作的先河。
两年来，伊春市与华侨城旅投集团务实合作，探索出央企和地方深度合作的“伊春模式”，

取得了丰硕的阶段性合作成果。截至目前，双方的合作已经达到了第一阶段开展综合赋能合
作的目标,第二阶段建立轻资产合资平台公司的工作正在全力推进中。

华侨城集团是目前亚洲排名第一、全球排名第
三的主题公园集团，也是唯一同时进入中国旅游集
团 20强、全国文化企业 30强的大型央企。华侨城旅
投集团作为华侨城集团旗下三大投资平台之一，在
投资、规划、游客导入、运营管理等方面实力雄厚。

这样的企业正是伊春市发展旅游产业翘首以盼
的合作对象。

“给伊春的好资源找个好人家，加快资源优势、
生态优势向经济优势、发展优势转化，是推进旅游强
市目标变成实实在在成果的关键一招。”伊春市委书
记隋洪波说。

2020年，时任伊春市市长隋洪波多次带队赴北
京、深圳等地与华侨城旅投集团洽谈。通过赴深圳
华侨城集团学习考察创意、文化、融合、生态等方面
的产业项目，更坚定了伊春市依靠华侨城旅投集团
技术支撑，快速提升全域旅游产业的信心。

这份来自北方城市的橄榄枝也让投资一直不过
山海关的华侨城集团萌生了到黑龙江伊春的决心和
信心。时任集团总经理姚军说：要将投资伊春作为
真正进入黑龙江的试点，推动投资要过山海关!

几经努力，倾情招商，全力促成,最终双方签订
了《关于伊春全域旅游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达
成了第一阶段开展综合赋能合作、第二阶段建立合
资平台公司、第三阶段多业态投资的合作共识，共同
开启伊春全域旅游发展新篇章。

为赋能引智做好服务员——这是伊春市委、市
政府在这次央地合作中给自己的定位。为确保驻场
团队高效工作，伊春森工集团悉心优选住宿、用餐、
办公场所，高标准满足了华侨城伊春项目团队生活
和办公要求，加速推进了项目团队的进驻和投入工
作，专门成立合作专班及合作专班办公室，建立了畅
通的沟通机制，强力推动合作的全面执行落地。

华侨城首过山海关

综合赋能成果显现

7月 24日，在华侨城旅投“华旅悦游”短视频平台
上，联动粉丝分别过百万的博主“游轮达人妙妙”、“财
迷婆婆”、“刘鲸鱼跑跳蹦”等几位网红，同时对汤旺河
林海奇石 5A级景区、五营国家森林公园 4A级景区、
溪水国家森林公园 4A级景区进行了 2小时 51分钟的
景区直播推介，在线观看人数达到 18.1万。这是华侨
城旅投集团策划团队的一次宣推，给今年盛夏旅游热
度持续高涨的伊春又带来一波热点话题。

2021年 3月，华侨城旅投集团两个策划团队进
驻伊春后，踏查了伊春 8家核心景区、23处特色旅游
业态和森林观光廊道，体验了 4个区的城市风貌，研
判旅游关联企业和惰性资产，与伊春森工集团公司
及二级公司、政府部门开展了 15场座谈，与市领导
和伊春森工集团相关负责人也进行了座谈。随后，
策划团队推出《旅游产品及业态投资规划》《伊春旅
游城市品牌形象战略规划》2个主方案及《重点项目
落地产品策划》《冰雪季冬奥奇缘策划》《伊春森呼吸
音乐节》《伊春市整合营销策划》《伊春城市营销执行
策划》《伊春大厦运营提升执行策划》《伊春森工集团
网红孵化计划策划》等数个子方案，为伊春旅游产业
和品牌规划出一揽子方案。

“我们的目的就是让双方市场和资源结合的优

势得到进一步发挥，找准符合伊春实际并适应市场
化选择的旅游产品及业态投资策划，找出双方合作
的突破点和产品线，找到激活盘活现有惰性存量资
源的途径。”华侨城旅投集团伊春项目总经理朱英鹏
说。

“一年多来，景区赋能实现了预期目标，取得了
实质性成果。通过六个维度的措施，提升了汤旺河、
五营、溪水三大龙头景区的标准化管理能力、市场化
营销能力、企业化效益能力”，伊春森工集团与华侨
城合作专班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马胜利说：“精准把
脉、科学开方，通过景区创建、管理提升、产旅融合等
方式，三大景区得到全面提升，2021年，汤旺河景区
恢复到了疫情前的水平，五营景区入园量和收入分
别增长 12.63%、3.06%，溪水景区入园量和收入分别
增长 3.5%、28%。2022年景区旅游在疫情常态化灵
活保障措施下，已经全面恢复性增长。”

一年来，伊春森工网红孵化计划取得明显效果，
各种文旅学堂红红火火，8期领跑培训和起跑培训、
21期理论培训、6期标准化实操、6期五级督导实操、
2期走出去实地培训等，总计七种形式的培训 55期
1500余人次，达到了赋能景区人员素质提升的预期
效果。

更深合作求共赢

溪水水乐园溪水水乐园。。

五营天空之境五营天空之境。。

汤旺石林汤旺石林。。

溪水鹿溪牧场溪水鹿溪牧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