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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龍江大興安嶺地區是中國緯度最高、地理位置最北的邊境地區，森林覆蓋率高
達 80.78%，是黑龍江、嫩江等水系及其主要支流的重要源頭和水源涵養區，也是東
北、華北的天然屏障和國家生態安全的重要保障。美麗神奇的大興安嶺猶如一塊綠色
的翡翠，鑲嵌在祖國的北部邊疆，與俄羅斯邊境線長達786公里，同阿穆爾州和後貝加
爾邊疆區隔江相望，是一座天然綠色寶庫。

中國北方民族的搖籃
大興安嶺因其山脈的起源而得名，早在一萬多年以前，古人類就在這裡創造了大

興安嶺的原始文化。從春秋到清代的2000多年裡，大興安嶺成為孕育中國北方民族的
搖籃。東胡、匈奴、鮮卑、室韋、契丹、女真、蒙古、鄂倫春等民族在這裡遊獵、遊
牧、爭戰、繁衍，為統一、多民族、中華民族的文化積澱做出了歷史性貢獻。

把握機遇 放大優勢
全國人大代表、大興安嶺地區行署專員、林管局局長單增慶聽了總理的報告，心

情格外爽朗，對大興安嶺認真實施《大小興安嶺林區生態保護與經濟轉型規劃》和二
期天保工程，強力推進生態保護、經濟轉型和民生改善以及全力加快項目建設和產業
發展，傾力打造山水城鎮和旅遊名鎮，推動生態型花園式新林區建設整體升級，胸有
成竹、信心滿滿。

單增慶說，推動生態型花園式新林區建設整體升級，必須充分認清我們面臨的形
勢，牢牢把握加快整體升級的政策機遇，生態優勢、資源優勢、地緣優勢等優勢資源
是大興安嶺加快經濟轉型和戰略轉移的重要支撐，也是建設生態型花園式新林區的有
力保障。單增慶闡述說，大興安嶺地區生態系統完整，自然環境良好，森林風光獨
特，是國內少有的純天然無污染的自然淨土，大森林、大濕地、大界江、大冰雪美不
勝收，城鎮建設依山傍水、自然天成，這種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態環境在黑龍江省
乃至全國都是少有的， 「生態型花園式」新林區具備獨有的比較優勢。建設 「三優一
富裕」即生態優良、產業優化、環境優美、生活富裕的 「生態型花園式」新林區是按
照國家林業局總體部署，高水平推進林區建設的客觀要求，也是林區百姓提高生活質
量、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熱切期盼，現已完成了 「生態型花園式」新林區建設階段性
目標。建設 「生態型花園式」新林區就是要不斷提升林區城鎮建設和環境美化水平，
把生態建設與城鎮建設融為一體，使人與自然和諧相處，通過大力發展社會事業，繁
榮社會文化，千方百計提高百姓收入，努力把大興安嶺建設成為中國最北、環境最
美、最具魅力、特色濃郁的宜居地區，使人民的生活更加殷實、更加舒適。

交上一份滿意的答卷
單增慶說，2011年是大興安嶺地區全面轉型元年，在接續產業尚未成熟、林木經

濟份額偏大的情況下，面臨主伐生產停止、銷售收入銳減、發展任務繁重的巨大壓
力，大興安嶺地區砥礪前行、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實施把資源管起來，讓百姓
富起來的發展戰略，全力推進生態建設和經濟社會發展，各項經濟指標數字喜人：全
區生產總值增幅15.5%；全口徑財政收入增幅為40%；財政一般預算收入增幅41%，增
速在全省均排在前三位。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 18.3%；農民人均純收入增幅
20.4%，向全區53萬人交上了一份滿意的答卷。

站在新的歷史起點，單增慶說，推動 「生態型花園式」新林區建設整體升級，必
須準確把握今年經濟工作。按照地委全區經濟社會發展總的指導思想，今年，大興安
嶺將以加強生態建設為前提，以推動經濟轉型為根本，以改善社會民生為宗旨，把加
快發展速度、提高發展質量作為首要任務，更加注重保護和培育森林資源，更加注重
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更加注重完善和提升城鎮功能，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社會民
生，進一步強化項目建設、強化機制創新、強化對外開放、強化政策支撐、強化工作
落實，推動 「生態型花園式」新林區建設整體升級。主要預期目標是：地區生產總值
增長15.2%，財政一般預算收入增長16%，固定資產投資增長35%，外貿進出口總額增
長20%，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17%，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13%，農民人均
純收入增長12%。

單增慶說，確定這一目標，既與 「十二五」規劃相銜接，也是貫徹 「把資源管起
來，讓百姓富起來」發展戰略、建設 「生態型花園式」新林區的硬性要求。做好今年
工作，必須堅持效益、效率、效果 「三個」原則，把握 「六個」重點：生態建設要把
森林撫育作為重中之重。經濟發展要把產業項目作為重中之重。產業培育要把綠色礦
業作為重中之重。機制創新要把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作為重中之重。城鄉建設要把完善
配套和強化管理作為重中之重。民生工作要把提高百姓收入作為重中之重。當前和今
後一個時期，大興安嶺還要把提高百姓收入作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一號工程，持之以
恆地抓下去。

推動 「新林區」 建設整體升級
單增慶指出，推動 「生態型花園式」新林區建設整體升級，必須突出經濟社會發

展重點。（一）強化生態建設，推動森林培育保護升級。實施天保二期工程，既要保
護好森林資源，更要培育好森林資源。主要是加大森林培育力度、提高生態保護水
平，加強林下資源保護開發。（二）加快產業培育，推動發展質量效益升級。首先，
要提高工業發展水平。其次，要重點推進產業項目建設。要繼續實施 「產業項目攻堅
戰」，重點推進產業項目37個，全力推進華洋集團民俗園、新林高端藍莓果酒產業
化、漠河佰利野生漿果加工等10個新建產業項目等；同時，要加快園區建設進度。要
做強對俄經貿合作園區，加快園區道路、電力等基礎設施建設，年內要達到 「六通一
平」標準；引導產業項目向園區集聚，打造產業集群；最後，要統籌發展非木產業。
礦產開發業要分類、分步推進，加區雲冶鋅冶煉、漠河砂寶斯岩金開發等5個項目，
要力爭達產達效，新增產值4.5億元以上；綠色食品業重點抓加工產業布局和龍頭企
業培育，扶持發展北極冰、超越、林格貝等龍頭企業；今年，投資2000萬元建設2萬
畝野生藍莓灌溉示範區，完成人工藍莓種植5000畝、種苗繁育500萬株，培育黑木耳
食用菌 2.1 億袋，綠色食品實現產值 22 億元，增長 15%。生態旅遊業重點做好北極
村、南甕河、九曲十八彎等基礎設施建設；繼續推進北極村旅遊名鎮建設，重點做好
金馬北極度假村、北極小鎮、神州北極商務會館等項目。同時還要立足宜居宜業，推
動城鄉建設管理升級。

單增慶畫龍點睛地說，今年大興安嶺還要在機制創新上、在強化管理上、在招商
引資上、在向上爭取政策上，以及在抓促落實上， 「五個」關鍵節點力求突破，確保
推動 「生態型花園式」新林區建設整體升級的美好願景早日實現，讓林區百姓過上好
日子，讓生活更美好！

大興安嶺是中國最令人嚮往的人間天堂， 「神州北極村、中國龍江源」根植炎黃子孫，
飲譽華夏。高高的興安嶺一片大森林，森林裡住着勇敢的鄂倫春……這首耳熟能詳、膾炙人
口的民歌詮釋了大興安嶺的大美，彰顯了興安之巔北國風光。大興安嶺的美在浩濣、神密、
粗獷、原生態，神奇天象……美在說不盡的壯麗雄奇。

「神」 「大」 「北」 壟斷性旅遊資源
南在三亞，北有漠河是大興安嶺大美之縮影。找北、找冷、找純、找靜、找美、找

奇……就找大興安嶺。大興安嶺春季百里杜鵑、夏季綠滿山川、秋季五花山色、冬季冰雪連
天。這裡與 「神」字結緣：神州北極、神奇天象、神秘源頭、神勇民族；這裡又與 「大」字
相聯：大森林、大濕地、大冰雪、大界江，堪稱 「神奇之地、大美之域」。

大興安嶺地區行署旅遊局局長李中民說，大興安嶺獨特的地域孕育了壟斷性的旅遊資
源，鑄就了享譽國內外的 「神州北極」旅遊品牌。一是天象獨特神奇。北極村是我國觀賞奇
異天象—北極光的最佳觀測地，極晝現象聞名遐邇。二是環境自然純淨。大氣中負氧離子含
量高達每立方厘米3.8萬個，在森林裡住上6天，就可以完成人體血液的一次新陳代謝，是名
副其實的 「天然氧吧」。三是人文歷史悠久。早在舊石器時代，我們的祖先就在這片土地上
繁衍生息，舉世聞名的嘎仙洞是創立北魏王朝鮮卑人的發祥地，古城島是著名的雅克薩戰爭
古戰場，中國建立最早的金礦局就在漠河金溝，綿延千里的黃金驛路，見證着當年採金的歷
史。四是民俗風情獨特。土著民族鄂倫春世代遊獵在興安林海中，形成了本民族獨有的薩滿
文化、狩獵文化、服飾文化和手工藝文化，來到大興安嶺的人，都會感受到鄂倫春民族的熱
情好客和 「點燃篝火、載歌載舞，吃手把肉、住仙人柱」的民俗風情。

立體式交通網絡形成
大興安嶺旅遊發展要素支撐有力，交通網絡發達。已建成漠河、加格達奇兩大機場，漠

河機場航線已開通4年，加格達奇機場即將通航；已建成高等級公路1805公里，公路總里程
達到1.56萬公里；加格達奇至漠河鐵路提速改造已納入黑龍江省重要日程，立體式交通網絡
已經形成。尤其是隨着漠河口岸和中俄界江大橋的開通，大興安嶺南聯可直達中國內地城
市，北開可深入俄羅斯遠東腹地，進一步暢通了國內外旅遊通道。在旅遊產業發展上：一是
全面升級了找北探源產品，立足打造區域旅游龍頭品牌，計劃投資62億元，重點推進北極旅
遊名鎮建設，基本構築起以北極村為龍頭的旅遊目的地主體框架。二是快速啟動了森林濕地
產品，已建成集科研、休閒、度假於一體的綜合性寒溫帶植物園，南甕河濕地公園已完成觀
光木棧道、觀景台等設施建設，九曲十八灣濕地公園已投入運營。三是深度挖掘了民俗風情
產品，在北極村建設了集歌舞表演、娛樂、餐飲、博物館於一體的原生態鄂倫春民族風情
園，十八站白銀納民俗博物館已開館營業。四是着力完善了冰雪體驗產品，建設了漠河聖誕
世界和北極滑雪場，加格達奇映山紅滑雪場建成了空中技巧場地，已承辦3屆全國自由式滑雪
冠軍賽，大興安嶺成為名副其實的 「中國滑雪基地、世界冠軍搖籃」。

今年，大興安嶺將全力建設國家級養生旅遊度假區和生態旅遊目的地。編排設計並推出
黃金旅遊線路──找北朝聖度假之旅、找北探秘休閒之旅和森林避暑養生之旅；精品旅遊線
路──神奇濕地漂流之旅、激情冰雪體驗之旅、鄂族民俗風情之旅、鮮卑故里尋根之旅，形
成長線、短線、環線互為補充的旅遊線路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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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大興安嶺積極營造重商、親商、富商的經濟社會
發展環境，以對外開放為先導，以招商引資為平台，以擴大
內需為重點，開啟綠色通道，對外來投資企業深化保姆式服
務，堅持打 「開放合作」牌，走市場多元化發展道路，實施
「大招商、招大商」戰略，招商引資取得突破性成果，構築

消費、投資和出口三駕馬車協調拉動經濟增長的發展格局，
各項商務指標以高位的增長幅度和增長總量實現了歷史新突
破。

本報從大興安嶺商務局獲悉，去年招商引資工作躍上新
台階，有一組數字見證。全區共有79個項目有資金到位，實
際到位資金 57.9 億元，完成年計劃的 104.97%，同比增長

36.52%，超過計劃增速 6.5 個百分點；實際利用外資：全區
實際利用外資 1955 萬美元，完成年計劃 102.9%，同比增長
23.5%，超過計劃增速3.5個百分點。進出口總額：全區進出
口總額實現88714.45萬美元，完成全區年計劃的2163.77%，
同比增長2497.64%，增幅位居全省第一；社會消費品零售總
額：全區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完成 39.87 億元，完成年計劃
的 100.03%，同比增長 17.4%，增幅超過計劃增速 0.4 個百分
點。

今年大興安嶺已確定招商引資75億元目標。藍圖繪就，
全區採取靈活多樣的招商方式。一是全面推進 「大招商、招
大商」戰略，加大招商引資力度，提高利用外資水平，為外

來投資企業營造良好的發展環境。二是不斷完善市場體系建
設，深入擴大城鄉居民消費。着力完善農村市場網絡，進一
步統籌城鄉市場建設。繼續推進 「萬村千鄉市場工程」，深
入推進惠民政策落實，深入推進 「家電下鄉」和 「家電以舊
換新」工作，通過多種渠道，加快補貼速度，調動農民購買
積極性，讓利民政策普惠於民。三是深入推進 「科技興貿」
戰略，全面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優化進出口產品結構，擴
大進出口規模，加大扶持力度，優化資金投向。培育新興貿
易力量，壯大進出口實體。完善外經貿發展平台，拓寬國際
市場發展空間。發揮區位優勢，加大對俄經貿合作力度。積
極推進對俄經貿合作重點項目，做好對俄外貿發展規劃，積
極穩妥地實施 「走出去」戰略，組織和引導有條件的企業開
展境外工程承包和境外投資，加強能源和原材料的進口，帶
動商品、技術、勞務的出口。

重商親商富商 風景獨好

藍莓是大興藍莓是大興
安 嶺 地 區 的 寵安 嶺 地 區 的 寵
兒，大興安嶺的兒，大興安嶺的
新名片，新興的新名片，新興的

支柱產業。每當盛支柱產業。每當盛
夏季節，大興安嶺萬夏季節，大興安嶺萬
山披綠，滿山遍野的山披綠，滿山遍野的

藍莓翹首綴枝，成為神州北藍莓翹首綴枝，成為神州北
極最美、最耀眼的一道風景。目前大興安嶺藍莓產量極最美、最耀眼的一道風景。目前大興安嶺藍莓產量
居中國之首，現已形成十大類居中國之首，現已形成十大類142142種藍莓產品，已成種藍莓產品，已成
為全國藍莓重要生產加工基地，中國野生藍莓之鄉實為全國藍莓重要生產加工基地，中國野生藍莓之鄉實
至名歸、蜚聲海內外。至名歸、蜚聲海內外。

藍莓是一種具有較高營養價值和經濟價值的新興藍莓是一種具有較高營養價值和經濟價值的新興
小漿果，已成為國內外發展最快的新興果品，其可以小漿果，已成為國內外發展最快的新興果品，其可以
加工成食品、飲品和保健品等上千種產品，產品用途加工成食品、飲品和保健品等上千種產品，產品用途
廣，產業鏈條長，需求量快速增長，據預測，未來廣，產業鏈條長，需求量快速增長，據預測，未來55
年全世界藍莓市場缺口達到年全世界藍莓市場缺口達到8080萬噸，呈現供不應求趨萬噸，呈現供不應求趨
勢。勢。

據有關人士介紹，大興安嶺地區全境無污染、發據有關人士介紹，大興安嶺地區全境無污染、發
展藍莓產業具有得天獨厚的資源，屬寒溫帶大陸性季展藍莓產業具有得天獨厚的資源，屬寒溫帶大陸性季
風氣候，季節溫差大，這種獨特的自然環境特點，有風氣候，季節溫差大，這種獨特的自然環境特點，有

利於藍莓有效成份的積累，且偏酸性的土壤環境適於利於藍莓有效成份的積累，且偏酸性的土壤環境適於
藍莓的生長，生長的藍莓果果肉細膩，甜酸適度，且藍莓的生長，生長的藍莓果果肉細膩，甜酸適度，且
具有清爽的香氣，風味獨特，果實營養豐富，而且具具有清爽的香氣，風味獨特，果實營養豐富，而且具
有良好的防腦神經老化、強心、抗癌、改善視力等保有良好的防腦神經老化、強心、抗癌、改善視力等保
健作用。健作用。

大興安嶺地區是我國野生藍莓（篤斯）的主產大興安嶺地區是我國野生藍莓（篤斯）的主產
區，野生藍莓資源佔全國野生篤斯產量的區，野生藍莓資源佔全國野生篤斯產量的90%90%，佔世，佔世
界產量的界產量的30%30%。藍莓生長地域範圍主要分布在西林吉。藍莓生長地域範圍主要分布在西林吉
林業局、圖強林業局、阿木爾林業局、塔河林業局、林業局、圖強林業局、阿木爾林業局、塔河林業局、
新林林業局、松嶺林業局、呼中林業局（含呼中國家新林林業局、松嶺林業局、呼中林業局（含呼中國家
級自然保護區）、加格達奇林業局、十八站林業局、級自然保護區）、加格達奇林業局、十八站林業局、
韓家園林業局及呼瑪縣林業局等韓家園林業局及呼瑪縣林業局等1111個林業局。個林業局。

今年大興安嶺將進一步做大做強藍莓產業，重點今年大興安嶺將進一步做大做強藍莓產業，重點
抓好藍莓產業項目的實施，做好藍莓種植基地建設，抓好藍莓產業項目的實施，做好藍莓種植基地建設，
加強龍頭企業建設，加強產品研發和銷售。重點抓好加強龍頭企業建設，加強產品研發和銷售。重點抓好
原料基地建設。堅持人工栽培和野生藍莓利用保護並原料基地建設。堅持人工栽培和野生藍莓利用保護並
重，實現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建立人工栽培規範化經重，實現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建立人工栽培規範化經
營基地。要在擴大實驗種植基地面積的基礎上，在全營基地。要在擴大實驗種植基地面積的基礎上，在全
區範圍內進行推廣種植，全力推進藍莓人工種植基地區範圍內進行推廣種植，全力推進藍莓人工種植基地
建設。同時要合理分配藍莓資源，加大企業整合力建設。同時要合理分配藍莓資源，加大企業整合力
度，引入大型企業投資成立大興安嶺地區藍莓產業集度，引入大型企業投資成立大興安嶺地區藍莓產業集

團重點推進龍頭團重點推進龍頭++基地基地++品牌品牌++市場模式的產業鏈。市場模式的產業鏈。
20092009年，經國家質檢總局審查批准，黑龍江大興年，經國家質檢總局審查批准，黑龍江大興

安嶺地區成為我國唯一的安嶺地區成為我國唯一的 「「中國北極藍莓中國北極藍莓」」 地理標誌地理標誌
產品保護區域。大興安嶺地區現有生產加工企業從原產品保護區域。大興安嶺地區現有生產加工企業從原
始的出售藍莓原果及果汁，到現在已經開發出藍莓果始的出售藍莓原果及果汁，到現在已經開發出藍莓果
酒、果乾、果醬、果脯、飲料、罐頭及花青素提取酒、果乾、果醬、果脯、飲料、罐頭及花青素提取
物，花青素泡騰片、軟膠囊、口服液等十大類物，花青素泡騰片、軟膠囊、口服液等十大類142142種種
產品。擁有產品。擁有 「「北極冰、北奇神、藍百蓓、依莓飲品等北極冰、北奇神、藍百蓓、依莓飲品等
特色品牌，產品不僅遠銷北京、上海、廣州等國內大特色品牌，產品不僅遠銷北京、上海、廣州等國內大
中城市，還遠銷美國、捷克、日本、韓國等世界各中城市，還遠銷美國、捷克、日本、韓國等世界各
地。地。

大興安嶺 叫響中國野生藍莓之鄉

大興安嶺地委、行署把民生工程放在重要地位，確立了把大興安嶺地區建設成為黑龍江
省收入水平最高、福利待遇最好的地區的總體目標之一，旨在讓林區百姓生活得更有尊嚴、
更幸福。

今年大興安嶺要統籌發展社會事業，既要滿足職工群眾基本需求，更要注重提高生活質
量。一要不斷完善增收機制。開展森林撫育，千方百計提高林業企業職工工資收入等。二要
大力發展文教事業。在全區公辦幼兒教育資源充足的縣區局，實施學前免費教育，在全省率
先實行12年免費教育等。三要切實改善醫療條件。新建成的地區醫院盡快配齊醫療設備，6
月末前完成搬遷，呼瑪、塔河、漠河三個新建縣級醫院年底前投入使用等。四要健全完善保
障體系。加快建設集老年福利院、敬老院、光榮院和兒童福利院於一體的地區綜合性福利機
構，年底前完成主體工程等項目，努力營造安定和諧的社會環境。

傾心民生傾心民生
讓百姓生活更幸福

北國北國風光風光
美在高高興安嶺

▼浩瀚的大興安嶺▼浩瀚的大興安嶺

大興安嶺藍莓甲天下大興安嶺藍莓甲天下

借哈洽會平台向海借哈洽會平台向海
內外客商推介中國內外客商推介中國
野生藍莓之鄉野生藍莓之鄉

▼▼漠河機場通航，海內外遊客紛
至沓來

▼鄂倫春族人民，▼鄂倫春族人民，
載歌載舞載歌載舞

▼來自芬蘭的聖誕老▼來自芬蘭的聖誕老
人在大興安嶺雪場縱人在大興安嶺雪場縱
橫馳騁橫馳騁

大興安嶺之春大興安嶺之春──山花爛漫，山花爛漫，
五彩繽紛五彩繽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