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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王长辉 记者赵宇清）近日，七台
河市勃利县林草局与黑龙江祥隆旅游服务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合作开发乌斯浑河国
家森林公园建设项目的协议。

勃利乌斯浑河国家森林公园为国家旅游
局评定的 AAA级景区，被中国林业产业联合
会批准为“全国森林康养基地试点建设单
位”。为了将乌斯浑河国家森林公园打造成
AAAA 级景区，勃利县决定通过招商引资的
方式开发建设此景区。乌斯浑河国家森林公
园建设项目初期总投资为 4270万元，主要建
设旅游步道、供水、供电、旅游厕所、民宿、污
水处理、停车场等 10 项基础设施，项目预计
明年 10月完工。建成后，公园年接待游客量
有望突破 50万人次。

勃利县
引资开发乌斯浑河

国家森林公园

本报讯（记者赵宇清）近日，七台河市新
兴区住建局对辖区内施工现场开展安全生产
和疫情防控检查。

检查组先后来到新兴区长兴乡柳毛河至
东胜段施工现场和原育红小学施工现场。检
查组要求，施工单位在作业区域内要架设施
工标识、施工围栏等安全保护措施；现场工地
安全员要严格督促施工单位抓好施工安全及
工程质量；监理公司对工程进度和工程质量
要及时上报；要严格落实防疫政策，加大施工
现场消杀力度，口罩、体温计、手套、消毒药
水、洗手液等防疫物资要储备充足并建立防
疫台账。

新兴区
开展建筑工地
安全生产检查

本报讯（杨崴 记者赵宇清）日前，在七台
河市原第十五小学校址改建的集精神疾病救
治、康复、科研、远程诊疗、互联网+医疗为一
体的紫芸岭精神康养项目已经建设完毕，即
将投入使用。

紫芸岭精神康养项目是桃山区重点招商
引资项目，桃山区重点项目服务专班全方位
做好协调服务工作，帮助企业解决了垃圾场
倾倒垃圾和污水排放等问题，助力项目顺利
完工。据介绍，这家医养机构预计一个月后
开业，容纳病患近 300人，将为本地解决用工
80人到 100人，预计可实现年收入 2000万元
以上，纳税 260万元以上。

桃山区
紫芸岭康养项目

将投入使用

本报讯（杨崴 记者赵宇清）“这里有锻炼
的地方，还有茶室和按摩椅，像自己家一样，
我特别满意。”家住桃山区的居民梁正吉参观
了桃西街道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环境连连称
赞。为满足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桃山区民
政局推进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建设，桃山
区桃西街道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将于 9月末正
式投入使用。

据介绍，该中心不仅设有活动室、助浴
室、康复室，还配有电梯和智能消防系统，可
为辖区老年人提供助餐、助浴、助急、助医、助
行、助洁、助购、助乐和代缴水电气热通讯费
用等“八助一代”服务。

记者从桃山区民政局了解到，桃西街道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是桃山区的第一个居家养
老服务试点单位，接下来桃山区还将在桃北
街道和桃东街道建设两个标杆示范居家养老
服务中心。下一步，民政局将通过引进服务
机构，为老年人提供各项养老服务，大力提高
养老服务质量。

桃山区
将养老助老服务
送到百姓家门口

□黄晓慧 本报记者 赵宇清

近日，2022 年“中国美丽休闲
乡村”名单公示，勃利县勃利镇元
明村上榜。这个因“药”闻名的小
山村，继获得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后再添殊荣。

元明村距勃利县城 3.8 公里，
耕地 10000 多亩。2019年春天，在
勃利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元明村
整村流转土地，种植黄芩、五味子、
刺五加、甘草、桔梗、藁本、板蓝根等
中药材。小村引入勃利县海林药业
投资建厂，收购药农产品并进行初
加工。当年 9月，村委会与昊鑫城
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共同
出资，成立了启峰旅游文化传媒有
限责任公司，建设中草药加工生产、
药膳中草药产品开发、特色民宿项
目，打造“寒地中草药小镇”。

走进元明村，白墙黑瓦的民宿

倒映于碧水中，随处可见的黄芩，
一簇簇绽放着蓝紫色的花朵。元
明村的餐饮也是独具特色，碧绿藁
本球、脆炸刺五加、生煎沙参、芝士
百合松仁、黄芪灵芝瘦肉汤、林下参
黄精炖鸡汤、姬松茸竹荪乌鸡汤、桂
皮甘草牛肉汤、人参黄芪粥……丰
富多样的药膳让游客在强身健体
的同时，也感受到了中国饮食文化
的博大精深。

听说小镇入选 2022 年“中国
美丽休闲乡村”，勃利县杨氏传统
85式太极拳站的拳友们相约到元
明村“寒地中草药小镇”游玩、拍
照、品美食。在足球场上，76岁的
高淑文指导大家练习太极拳法。
他告诉记者：“元明村能入选‘中国
美丽休闲乡村’，是我们每一个勃
利人的骄傲。我特意发了朋友圈，
告诉远在外地的亲人朋友，家乡现
在变得有多美！”

元明村上榜“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元明村元明村。。安国洲安国洲摄摄

□文/摄 詹俊驰
本报记者 赵宇清

近年来，七台河市茄子河区
持续推进特色养殖业发展，引导
养殖户和企业从传统养殖向特色
养殖转变。在茄子河区宏伟镇峻
山村林蛙养殖大棚里，村民马铁
柱正手拿小铁盆，给林蛙喂食黄
粉虫。望着长势喜人的林蛙，马
铁柱告诉记者，马上有一批林蛙
就要出栏了，估计今年的收入能
达到 40万元。

马铁柱是宏林雪蛤有限责任
公司总经理。他告诉记者，林蛙不
仅是营养价值极高的美食，还可以

制成价格昂贵的保健品林蛙油，效
益十分可观。“林蛙的饲养周期是
两年，今年我们饲养的林蛙还没出
栏，就已经接到了 10 万只林蛙的
订单，销路根本不愁。”马铁柱说。

据介绍，宏林雪蛤有限责任公
司已投资 160万元建设了 5个林蛙
养殖大棚，饲养了 20 万只林蛙。
目前，新的大棚正在建设中，未来
预计饲养林蛙 200万只。

宏林雪蛤有限责任公司合伙
人邹积德说：“等林蛙数量达到
200万只左右的时候，我们就开始
建设厂房，提炼蛙油，延伸产业链，
提高产品附加值，为乡村振兴贡献
一份力量。”

深山小村蛙声一片
村民增收喜气洋洋

大棚里休息的林蛙大棚里休息的林蛙。。

□文/摄 詹俊驰
本报记者 赵宇清

眼下，七台河市茄子河区铁山
乡四新村的各类水果迎来了丰
收。铁山乡四新果蔬基地，农户王
代芹一家正热络地邀请客人品尝
葡萄。

王代芹种植的品种是夏黑葡
萄，这种葡萄含糖量高，果皮厚且
脆，甘甜爽口。桃山区居民王洪森
专程开车来到四新村选购夏黑葡
萄，一买就是好几箱。王洪森说：

“四新村的葡萄又甜又大，我们每
年都来买！”

王代芹在自家大棚门口支了
摊，把水果卖给过往的市民游客，
还通过网络平台接单。一上午，他
就接到了 5 个订单，售出 200 多公
斤夏黑葡萄。忙不过来，王代芹叫
来了弟弟王正法。葡萄大棚里，王
正法拿着剪刀，一边剪掉葡萄藤上
多余的枝叶，一边为客户挑选葡萄
装箱。

王代芹家共有 5个葡萄大棚，
平均每个大棚产果 1700 公斤左

右，纯收入近 4万元。
在四新果蔬基地的另一边，农

户杨开亮也在大棚里忙活着。杨
开亮家里有 20多个温室大棚，今年
他种的葡萄、西瓜、香瓜销售收入
相当可观。眼下，他正精心经营 3
个锦绣黄桃大棚。大棚里，沉甸甸
的黄桃挂满枝头，香气馥郁，汁水
饱满。为了确保黄桃品质，杨开亮
通过互联网自学了最新的种植技
术，并请来专家指导。“今年黄桃卖
得好，我还接到了一个 850公斤的
大订单。”杨开亮脸上洋溢着喜悦。

近年来，四新村不断加大对设
施农业的指导和服务力度，四新村
的绿宝石香瓜、夏黑葡萄、茉莉香
葡萄声名远扬。“采摘热”带动了当
地的旅游业发展，越来越多的民宿
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旅游业产业链
条正在形成。七台河市农投农业
集团种植公司驻四新村工作队队
长尹德利说：“目前四新村共有
137栋温室大棚，一年四季都有果
蔬上市，30 多户农民每年都能收
入 10 万元以上，日子过得越来越
红火。”

四新村水果飘香 销售火爆

修剪桃树修剪桃树。。

近年来，新兴区乡村振兴步伐
逐年加快，粮食总产量连续五年稳
定在 2亿斤，专业合作社发展到 73
个，规模养殖场 8 个，探索出多条
特色产业拉动兴村富民的新路子。

新兴区红旗镇红胜村耕地少，
为增加农民收入，红胜村党支部建
设大棚 220栋、温室 176栋，发展特
色种植业，2021年全村人均收入达
17500元。

今年年初，红胜村发展了芽菜
种植项目，芽菜周期短，一周就能
采摘。室外还是冰天雪地时，红胜
村温室里的芽菜就已上市了。

红胜村芽菜种植基地种有香
椿芽、荞麦芽、苜蓿芽、花椒芽、绿
色黑豆芽、相思豆芽、龙须豆芽、花

生芽、蚕豆芽等 30 多个品种的芽
菜。在红旗镇党委、镇政府的帮助
下，红胜村派技术人员到山东潍坊
芽菜生产基地取经，改良了传统芽
菜生产技术。

七台河市民王桂玲说：“我是
第一次见到红豆苗儿，必须买几斤
回去尝个鲜儿。”

红胜村的刘艳会种植大黄柿
子 30 多年了，她种的大黄柿子口
感绵软、汁多味美，总能卖上好价
钱。她笑呵呵地说：“咱家的大黄
柿子远的能卖到海南、新疆、广西，
大的订单有四五百斤呢！”

大黄柿子为啥卖得这么好？
种植户富丽娟给记者讲了其中门
道，“这种大黄柿子是从北京农科

院引进的品种，经过我们自己改
良，只上农家肥，回头客特别多！”

红胜村培育的大黄柿子 2012
年 12月获得了黑龙江省绿办颁发
的无公害蔬菜认证书，2019年注册

“站前大黄柿子”商标，目前品牌创
收成效显著，大黄柿子成了村民致
富的“金果子”。全村今年栽种大
黄柿子 70 余亩，计划明年种植面
积达到 100亩，辐射带动周边村屯
一起种植。

新兴区委副书记、区长高帆
说，站在建设现代化新兴区的起点
上，新兴区党员干部一定会抢抓机
遇、恪尽职守、锐意进取、奋力前
行，向全区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
卷。

特色种植乡村兴

转型发展绘就奋进新画卷转型发展绘就奋进新画卷

新
兴
区

新兴区城区鸟瞰图新兴区城区鸟瞰图。。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赵宇清赵宇清摄摄

□王达
本报记者 赵宇清

倭肯河畔，天蓝
水清。这十年，是新
兴区经济社会发展取
得巨大成就的十年，
新 兴 区 坚 持 转 型 发
展、创新驱动，现代产
业发展迅速，城乡面
貌焕然一新，民生保
障更加坚实，绘就了
一幅昂扬奋进的壮美
画卷。

面对转型发展的各种困难挑
战，新兴区摆脱传统发展模式，瞄
准高质量发展，产业结构持续优
化。新兴区委书记宫玉和说，新兴
区一直坚持“工业强区”目标不动
摇，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十年
来，新兴区开工建设千万元以上产
业项目 79个，累计完成投资 186.35
亿元。煤化工、新材料、商贸物流、
木制品和特色农业五大重点产业
不断发展壮大，实现经济发展速度
质量双提升，三次产业比重由 2012
年的 5.7：70：24.3，调整为 8.1：43.8：

48.1，非煤产业占比达到 92.6%。
今年 8月 22日，省重点项目七

台河万锂泰电材有限公司年产 1.5
万吨锂电负极材料二期项目实现
试生产。总经理郝立伟说，二期项
目前期手续仅一个月就办理完毕，
抢下了至关重要的“时间差”。

万锂泰电材有限公司的锂电
负极材料一期项目年产 1万吨生产
线已建成投产，产品推向新能源汽
车动力市场、数码及储能市场，稳定
供 给 世 界 头 部 企 业 宁 德 时 代
（CATL）、国轩科技、蜂巢锂电及希
腊等电池客户。二期项目去年 7月

开始建设，项目建成后年产值可达
12.5亿元，解决 500人的就业问题。

为壮大优势集群、提升产业项
目承载能力，新兴区累计投入 3.45
亿元进行厂区基础设施建设，新兴
煤化工循环经济产业园和新材料
产业园的承载能力进一步提升。
鑫科纳米院士工作站、宝泰隆博士
工作站及宝泰隆研发中心也已进
驻园区，新材料产业园区被列为国
家火炬石墨及石墨烯特色产业基
地。目前，两个园区入驻重点企业
24户，产业项目 52个，2021年园区
总产值实现 91.5亿元。

转型发展天地宽

新材料产业园。本报记者 赵宇清摄

>>>

十年来，新兴区累计投入民生
资金 40 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
60%。安居工程深入推进，棚户区
改造全面实施，10 万居民喜迁新
居。

在新兴区兴秀社区兴秀广场
上，腰鼓队踏着欢快的鼓点，舞姿
翩跹；太极拳队动作如行云流水，
精神抖擞。近年来，新兴区对兴秀
广场进行了修建改造，铺设大理石
路面 6000 平方米，提升了周边百
姓的幸福指数。

今年 68 岁的于新民是老住
户，亲眼见证了广场从无到有，感
触很深，“这个广场早上可以打太
极拳，下午可以练秧歌和腰鼓，晚

上能跳广场舞，大家各得其所，特
别开心！”

环境综合整治行动医好了城
市顽疾：除了改造休闲广场外，新
兴区修复破损路牙石 3000 余延长
米，修复坑洼路面 240 余处；清理
小区乱堆乱放物 3941 车、楼道杂
物 2045 车、私搭乱建 251 处、占道
经营 378处，拆除露天市场的棚室
100余处，拆除违建图斑 8处。

今年完成改造的越秀路，宽敞
的行车道上车流如织，两侧人行道
修葺一新，新栽种的 6300 余棵市
树、市花也为这条道路平添了新的
景色。

新兴区持续加大城区管理和

整治力度，对越秀路上大货车违
规占道修车等突出问题进行整
治。“新兴区交警大队每天会安排
一个中队巡逻防控，发现违法占
道，立即予以纠正。”新兴交警大
队教导员陈来艳说。在综合整治
行动中，新兴区清理道路“僵尸”
车辆 100余辆，查处各类交通违法
8311例。

此外，新兴区投资 300 余万元
新建了占地约 1 万平方米的北岸
美食广场，水电、公厕、停车场等
配套设施齐全，可摆放 100余个摊
位；新兴区还完成了欣源小区市
场升级改造，构建了统一的钢结
构摊位棚，规范了市场管理。

环境整治面貌新

>>>

兴秀广场上的腰鼓表演兴秀广场上的腰鼓表演。。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赵宇清赵宇清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