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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員遼闊的大興安嶺，是黑龍江和嫩江的源頭，是松嫩平原乃
至東北和華北平原的天然屏障，其生態環境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

生態資源環境極其優異。大興安嶺是國家重要的天然林區，林
木總蓄積 5.1 億立方米，有國家級自然保護區 4 個，濕地面積達 106
萬公頃，是黑龍江、嫩江的發源地。據專家測算，大興安嶺每年僅
納碳、貯碳、製氧等方面的生態效益就高達1163億元，被國家確定
為生態安全重要保障區。森林、濕地中適生着野生動物320種、野生
植物 966 種；礦產資源開發潛力巨大，已發現礦產資源 40 多種、礦
產地600餘處，是國家三個重要的找礦靶區之一。

對俄合作區位優勢明顯。大興安嶺位於北緯50-53度之間，東接
小興安嶺，西鄰呼倫貝爾大草原，南瀕松嫩平原，北與俄羅斯阿穆
爾州、後貝加爾邊疆區隔江相望。有漠河、呼瑪、興安3個國家級口
岸，是對俄經貿合作的橋頭堡。

基礎設施近年不斷改善。漠河民航機場通航順利，加格達奇機
場即將通航。旅客列車直達北京、大連、營口、哈爾濱、齊齊哈爾
和呼倫貝爾等地，北京至加格達奇的111國道全線貫通，高等級公路
直達中國最北的村落─北極村。銀行網點密布，通信覆蓋全區。

國家政策惠及點寬面廣。2011 年，大興安嶺已全面享受國家西
部開發政策。第二期天然林保護工程、大小興安嶺林區生態保護與
經濟轉型規劃業已開始實施。2010 年末，大興安嶺地區被國務院批
准為首個國家級低碳經濟示範區。東北老工業基地改造政策繼續執
行。黑龍江省確定的重點建設 「八大」經濟區，大興安嶺地區有其
二：即， 「大小興安嶺生態功能保護區」和 「北國風光特色旅遊開
發區」。這些政策將為大興安嶺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及廣大外來投資
商帶來無限商機。

加格達奇運輸機場（加格達奇運輸機場（ ）通航彪炳史冊）通航彪炳史冊

大興安嶺林區幾代人熱盼的機場建設終於圓夢、幹部群眾人人笑意盈盈放飛美麗的心情。連日來美麗山城大興安嶺林區幾代人熱盼的機場建設終於圓夢、幹部群眾人人笑意盈盈放飛美麗的心情。連日來美麗山城
加格達奇沉浸在幸福的喜悅中，這條加格達奇沉浸在幸福的喜悅中，這條 「「空中走廊空中走廊」」 的通航讓大興安嶺不再遙遠、讓的通航讓大興安嶺不再遙遠、讓 「「北極北極」」 變得更加美麗、變得更加美麗、
「「天塹天塹」」 變通途。變通途。

文：傅彥華文：傅彥華 圖：大興安嶺地委宣傳部圖：大興安嶺地委宣傳部

熱烈祝賀加格達奇運輸機場（臨時開放）通航熱烈祝賀加格達奇運輸機場（臨時開放）通航

繼漠河機場成功通航後，今年4月20日加格達奇機場試飛也取得了圓
滿成功，大興安嶺地區將於6月19日舉行盛大的加格達奇運輸機場（臨時
開放）通航儀式，首開航線是哈爾濱—加格達奇—漠河。加格達奇機場的
落成使大興安嶺成為全國第一個在一個地級城市建兩個機場的地區、彪炳
史冊。

戮力推機場建設
加格達奇是大興安嶺地區地委、行政公署和大興安嶺林業集團公司所

在地，是大興安嶺經濟發展的龍頭。但一直以來受交通不便的瓶頸制約，
嚴重影響了地區經濟發展。

加格達奇民用機場是在加格達奇航空護林站改擴建的基礎上再次擴建
的一個綜合機場，也是全國第一個在通用機場的基礎上改擴建的民用機
場，無論在審批程序、建設管理、後期運營上都沒有成功的經驗可以借
鑒，都需要在摸索中前進。加格達奇民用機場擴建工程項目自2009年9月
6日開工建設，施工隊伍戰嚴寒、鬥凜風，爬冰臥雪，踐行了大興安嶺精
神，突破了高寒無法施工的禁區。2011年底機場工程全部竣工。加格達奇
機場從組建到行業審查僅僅用了三年半左右的時間，並基本通過了加格達
奇機場工程行業符合性審查及運輸機場臨時許可審查，為加格達奇機場順
利通航打下堅實的基礎。

機場兩大功能
據介紹，加格達奇運輸機場總投資3.68億元，飛行區等級指標為4C，

跑道長度為2300米，可滿足B737、A319、A320系列等C類飛機起降。機
場將實現兩大功能，以通用護林為主、民用航空為輔的綜合性機場。

民航東北局副局長劉春晨在機場行業審查會上對加格達奇機場給予了
「七個第一」的高度評價：一是民航61年歷史上第一個使用通用機場兼顧

民航運輸的機場；二是民航東北管理局在十二五期間第一個驗收投入使用
的機場；三是民航東北局首次採用工程行業符合性審查及臨時許可審查，
同時利用檢查單進行檢查的機場；四是歷史上第一個參會部門之多，參加
審查人員陣容最大的機場；五是全國第一個在一個地級市建兩個機場的地
區；六是第一個對行業驗收創造性地使用了符合性審查，創新地使用了民
航臨時審查的機場；七是第一個跨區域推進機場審查、在內蒙古管轄區域
內開展工作的機場。

提升城市美譽度
加格達奇機場通航，將破解交通瓶頸，把大興安嶺與祖國各地更加緊

密的聯繫在了一起，促進區域間的物流、人流、信息流，改變林區人民生
活方式、對推動經濟發展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首先助推城市發展，改善交通狀況。加格達奇地處大興安嶺餘脈，冬
季氣候寒冷，被稱為 「高寒禁區」。加格達奇運輸機場（臨時開放）通

航，促進了大興安嶺地區的改革開放和外向型經濟發展，計劃2020年吞吐
量達到28萬人次，將有力增加城市交通吞吐能力，促進城市的綜合發展。
其次提升城市影響，改善投資環境，助推城市就業，促進社會穩定。機場
的建設為大興安嶺改變投資環境和增強投資吸引力添加了重要砝碼，整體
提升的大興安嶺外在形象。同時助推城市旅遊，促進旅遊發展。民航業和
旅遊業是車之雙輪、鳥之雙翼相輔相成。隨着加格達奇機場的通航，蓄勢
待發的大興安嶺旅遊業也會借此插上騰飛的翅膀。

造福林區人民
有關人士告訴記者說，加格達奇機場的建設經歷了一個發展創新歷

程，它創造了以林業航空護林為主兼顧民航的典範，它創造了一個機場多
個功能、引用新的管理模式的典範，它創造了國家民航局對通用機場開展
點對點民航運輸臨時許可發放的先河。

加格達奇機場的通航運營，一定會有力促進大興安嶺地區經濟和社會
的大發展、快發展，給當地人民群眾帶來新的高效率的工作和生活，造福
林區生產與生活。

在我國的北部邊陲，在浩浩蕩蕩的黑龍江岸邊，有一片8萬多平方公
里的廣袤大地，被莽莽的大森林覆蓋了億萬年，她天藍、地淨、水清、人
美，她就是被譽為祖國的 「綠色寶庫」和 「金雞冠上的綠寶石」的大興安
嶺。千百年來，以其獨特的區位優勢和無與倫比的旅遊資源向世人展示着
她獨特的魅力。

原生態的天然氧吧
巍巍興安嶺，積翠大森林。大興安嶺地區是中國最北、緯度最高的邊

境地區，總面積8.3萬平方公里，是東北、華北乃至東南亞的天然屏障和國
家重要的生態安全保障區。大興安嶺以大森林、大濕地、大冰雪、大界江
著稱於世，是中國第三條大江黑龍江的發源地，全區森林覆蓋率高達
80.87%，是國內僅存的寒溫帶生物基因庫。可以說，整個大興安嶺就是一
個碩大的原始森林公園，是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最佳環境。這裡既有高寒
冰雪、浩瀚林海，又是夏季避暑勝地，負氧離子含量極高，被譽為天然

「洗肺」工廠。

特點鮮明的北極文化
神州北極，雪域林海，漠河北極村是我國位置最北的村落，是我國唯

一可觀賞到北極光奇異天象的地區，極晝、極夜現象非常明顯，這裡有
「最北一家人」、神州北極碑、 「北陲哨兵」、 「北極沙洲」、 「北極林

海觀音」等眾多最北特色景觀。一年四季不斷有遊人尋北而來。古黃金之
路、胭脂溝、雅克薩戰爭遺址也都在此區，成為大興安嶺地區最大的旅遊
吸引點。

漠河以舉行一年一度的 「北極光」節為載體，通過開展東西南北 「四
極」論壇、與海南三亞市聯手打造 「南有天涯海角，北有極地漠河」等系
列活動，形成了獨具特色的 「神州北極」品牌。如今，漠河被確認為中國
最令人嚮往的20大金牌旅遊勝地，北極村被國家旅遊局評為AAAA級旅遊
景區和中國百強品牌景區。

冰雪旅遊的勝地
大興安嶺有 「冰雪之鄉」的美稱，地處高寒地帶的大興安嶺地區將寒

冷的氣候優勢轉變成得天獨厚的資源優勢，將降雪早、融化晚、雪期長作
為發展冰雪旅遊的突出優勢，重點打造中國初冬滑雪勝地的旅遊品牌，大
興安嶺成為全國最早的初冬滑雪勝地。

目前，大興安嶺地區已連續舉辦了多屆全國自由式滑雪雪上技巧和空
中技巧冠軍賽，黑龍江源頭冰雪汽車拉力賽、黑龍江國際滑雪節初冬熱身
滑雪月開滑式、北極漠河聖誕節；已開發出高山滑雪、雪地摩托、雪圈、
雪橇、破冰捕魚、速度滑冰、花樣滑冰、高寒冬泳以及冰雕雪塑、冰雪商
品等冰雪旅遊產品和冰雪旅遊活動，實現了冰雪旅遊產品的多樣化、娛樂
化和時尚化。成為國內外旅遊者體驗 「冰雪之旅」和 「環保之旅」的熱點
地區。

位於大興安嶺首府加格達奇的映山紅滑雪場是我國最北部的一個擁有
「4S」標準的滑雪場，同時它又是全國開滑時間最早、結束時間最晚的場

地，從每年的10月下旬到次年5月上旬均可以開展滑雪旅遊活動，映山紅

滑雪場佔地16萬平方米，山頂海拔581.252米，垂直落差近200米，有初、
中、高級雪道及雪圈娛樂道、單板公園道共計6條，全長5500多米。2012
年度全國自由式滑雪雪上技巧冠軍賽剛剛在映山紅滑雪場圓滿結束。

黑龍江源頭國際冰雪汽車越野拉力賽依託大興安嶺得天獨厚的冰雪旅
遊資源已成功舉辦多屆，規模一年比一年大，檔次一年比一年高，內容一
年比一年豐富。北極漠河大冰雪的絕對自然優勢為賽車手提供了體驗冰
雪、感受自然、挑戰自我、挑戰極限的廣闊舞台。

「民俗遊」 的神秘之地
鄂倫春族是我國五小民族之一。在大興安嶺主要分布在塔河縣和呼瑪

縣。鄂倫春族世代靠狩獵為生，上世紀50年代，他們才走出白樺林，開始
半耕半獵的定居生活。鄂倫春民族有着悠久燦爛的歷史文化。白銀納鄂倫
春原生態文化是大興安嶺十大名片之一。

鄂倫春民族風情旅遊區是一處集中展示鄂倫春族民族風情的民俗活動
展示區。通過不同類型的建築、各式圖騰、馴鹿表演、歷史陳列、民族體
育運動、民族歌舞、禮儀、宗教等形式，利用現存獵民的傳統生活習俗，
將充滿神秘色彩的鄂倫春民族文化展現給旅遊者，並將漸逝的鄂倫春族文
化加以記載。現在這裡不僅開發了歌舞、樺皮工藝製作等互動項目，還開
展了馬拉雪橇、破冰捕魚、獵人足跡及森林雪景觀光等冬季旅遊項目和森
林浴、野外生存等夏季旅遊項目。

大興安嶺地區的旅遊形象日益鮮明，連續被授予 「中國最佳生態旅遊
目的地」、 「中國三大低碳旅遊景區」、 「中國低碳旅遊示範區」、 「中
國低碳突出貢獻城市」、 「中國野生藍莓之鄉」和 「北極村─中國首批特
色景觀旅遊名鎮」等殊榮。

藍莓（Blueberry），意為藍色的漿果。每到夏秋季節，大興安
嶺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藍莓 「開」，漫山遍野的低灌木，矮
腳野生藍莓漿果綴滿枝頭、沁人心脾，把大興安嶺叢山峻嶺裝點得
分外妖嬈，數以萬千的採摘大軍提籃兒蹲在藍莓樹下，盡情採摘漿
果，收穫大自然的恩賜與喜悅，山城加格達奇集貿市場盛滿藍莓漿
果兒的桶盆林立，處處莓藍飄香，大興安嶺人驕傲地說，大興安嶺
迎賓不用酒，捧出藍莓就醉人。

佔全國藍莓產量90%
大興安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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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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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家園林業局及呼瑪縣林業局
等11個林業局。

隨着藍莓開發利用，野生藍莓資源將越
來越寶貴，而大興安嶺的野生藍莓資源的
優勢也將越來越明顯。大興安嶺地區藍
莓生長在北緯 52 度以上、中國北極原
始森林中，根部長年生長在永凍土層
中，能抵禦零下 50℃嚴寒，素有 「紫
色黃金」之美譽，具有稀缺性與獨特
性。大興安嶺晝夜溫差大，藍莓結果
期太陽光照長，這一獨特的氣候使得
其藍莓果口感好、有機成分含量高，
並以純天然、無污染、高質量等絕對優
勢稱著於世。

資料表明：我國的天然野生藍莓主要
分布於大興安嶺，大興安嶺藍莓資源佔全國
藍莓產量的90%，佔世界的30%。藍莓是大興

安嶺區最具特色、最具優勢和最具潛力的產業方向，具有抗衰老、
抗疲勞、增強心臟功能、明目、抗癌、抗炎等獨特功效。而從國內
外需求看，崇尚綠色、有機已成為食品消費主要導向，藍莓因是不
可多得的綠色食品、保健食品和養生珍品，成為主大興安嶺對外交
往中的一張新名片，全區 50 多萬大山深處林區人的寵兒，中國北
極藍莓被國家質檢總局正式批准為地理標誌產品。

全國最大藍莓生產加工基地
據大興安嶺綠色產業處有關人士介紹，大興安嶺地區現有藍莓

生產加工企業 24 家。產品從原始的出售藍莓原果及果汁，到現在
已經開發出藍莓冰酒、果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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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多種產品，已成全國最大藍莓生產加工基地，尤其是

其利用野生藍莓釀造的藍莓冰酒、藍莓白蘭地、
藍莓干紅系列果酒，具有很好的品質，憑藉資

源優勢填補了中國果酒發展史上的空白。該
區現有的藍莓加工企業中，規模較大、比較
有專業技術優勢的為塔河超越野生漿果公
司、阿木爾北極冰藍莓酒莊、加區百盛藍
莓公司，新林依莓公司、松嶺林格貝公
司。北極冰以高檔酒產品為主；超越以
中檔酒、果乾、果醬、口服液為主；百
盛公司以飲料、果糕為主；新林依莓公
司以女士酒、白蘭地為主；松嶺林格貝公
司以花青素提取物為主，企業產品各具自
身特色，達到統一布局的效果。藍莓產品

不僅銷往北京、上海、廣州等國內大中城
市，還遠銷美國、日本、韓國等世界各地，銷

售網點100多家。

大興安嶺地區把招商引資工作作為拉動經濟增長
的引擎，制定優惠政策，營造寬鬆投資環境，五大班
子領導帶隊密集外出招商，1-4 月全區實現招商引資
再攀新高，招商引資別樣紅。

近年來，大興安嶺地區確定了面向環渤海、長三
角、珠三角等發達地區，着力引進國內外 500 強等大
型企業的招商目標，圍繞林產工業（指利用該區人造
板資源進行木製品加工的項目）、綠色食品、興安北
藥、特色養殖、生態旅遊、礦產開發等六大特色產業
建設項目全力招商。地區先後成立的由地委、人大、
行署、政協、紀檢領導帶隊的 5 個專業招商小分隊，
分赴全國各地開展招商活動。制定印發了《大興安嶺
地區 「十二五」招商引資工作方案》及招商引資 「考

核辦法」、 「推進辦法」、 「政策兌現辦法」和 「小
分隊招商辦法」四個配套方案，編印了《大興安嶺地
區 2012 年重點招商引資項目冊》和《大興安嶺地區
2012年招商引資指南》。

記者在一份資料裡看到，今年 1-4 月全區招商引
資工作成果豐碩。主要呈現以下幾個特點：首先是到
位資金增速加快。1-4 月全區實現招商引資額 19.5 億
元，完成年計劃的26%，同比增長337.4%。

其次是新簽協議項目數量多、額度大。1-4 月，
已新簽協議項目48個，其中產業項目45個，主要是生
態旅遊、綠色食品、林木產品、清潔能源、金屬加
工、現代服務項目。簽約總額 111.19 億元，分別是去
年同期的3.2倍和12.4倍；總部經濟項目3個。

大大興興安安嶺嶺

大興安嶺地委、行署熱烈祝賀大公報創刊大興安嶺地委、行署熱烈祝賀大公報創刊110110周年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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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興安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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