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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饲料的能称为高新
技术企业？这是许多人的
疑问。在采访中记者了解
到，手握12项发明专利的
谷实生物，早在2008年就
已被认定为国家级高新技
术企业。也正是因为拥有
核心技术，使得企业在市
场大潮中一路披荆斩棘。

2020年7月1日，农业
部发布新规全面启动“饲
料禁抗”。“此次‘禁抗’对
整个饲料行业来说是一次
极大挑战，但对谷实来说
却是一次机遇。”梁代华告
诉记者，20年坚持研发生
产“无抗”生物饲料，“禁
抗”令下，企业的研发优势
和产品优势凸显出来。
2020年 9月起，谷实生物
订单开始大幅增长，销售
额也节节攀高，公司门口
排队拉货的大货车越来越
多。2021年，该公司更确
定了销量50万吨、销售额
26亿元的预期目标。

“谷实生物在市场开
拓上没有高招，就是踏踏
实实地搞研究，认认真真
地检验每一批进厂的原
料，实实在在地执行每个
产品的工艺参数，靠硬核
产品一次次的实证结果赢
得客户信任。”梁代华告诉
记者，谷实生物承担了省
科技厅的“玉米重大专
项”，他们已做好了实验设
计和设备购置工作，这个
项目的开展，将大大提高
难消化的玉米蛋白粉类及
玉米副产品的消化利用
率，缓解蛋白原料及能量
饲料紧张的现状，助力畜
牧行业发展。

工作人员正在装车。

硬核科技显实力 大货车24小时排队购

谷实生物饲料

1 月 19 日，记者驱车
前往位于哈尔滨新区江南
园区的谷实生物。刚刚接
近企业，记者就被眼前数
台大货车挡住了视线，差
点错过企业大门。粗略数
了一下，至少有20台。走
进厂区，记者看到整齐码
放的原料堆成小山，出货
口处，自动化的运货履带
匀速运转着，10多台大货
车正排队装货。

“这样的火热场景从
去年就开始了。”谷实生物
技术总监梁代华告诉记
者，现在好多客户为了能
订上货，提前就把款打到
公司。为了均衡客户需
求，谷实生物把订货款打
回给客户，客户竟然找集
团老总说情。

走进生产车间，5条现
代化生产线，24小时不停
运转，60多名工人两班倒
不间断作业。“原来每天生
产量为800吨，现在，每天
生产1200吨，仍难以满足
市场需求。”厂长余君广
说。

产销两旺的景象直接
带来的是销售业绩的大幅
增长：2020年，企业全年完
成销售额18亿元，同比增
长 74%；饲料销量 40 万
吨，同比增长56%。其中，
仅 2020 年 12 月销售额
2.38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20%，饲料销量4.4万吨，
同比增长45%。

“让动物吃上安全的饲料，让百姓
吃上放心的肉蛋奶。”这是梁代华20
年来孜孜不倦的追求。从公司成立
起，在以梁代华为首的研发人员的坚
持下，谷实生物一直生产不添加抗生
素的微生物饲料。

“又是大学生、又是研究生，那么
多人鼓捣出来的饲料也看不出来啥不
同呀！”回首最初开拓市场，养殖户的
评价让梁代华记忆犹新。

“养殖户买饲料，一看是否便宜，
二看是不是吃上不拉稀，至于是否环
保和肉蛋奶质量，他们并不在意。”梁
代华说，谷实生物生产的微生物饲料，
通过菌种筛选和菌酶协同技术、营养
物质科学配比以及通过了食品安全认
证的加工工艺，再辅以科学的喂养方
式，最终在动物体内形成健康的菌群，
实现动物不吃抗生素也不拉稀、不生
病，而且长肉快，肉质好。

在持续科技研发过程中，谷实生
物坚持采购优质原料。入厂原料不但
批批检测营养含量，还要控制霉菌毒
素类不超标，这样精益求精直接带来
的是产品成本高，市场不认可，产品推
广非常艰难。但多年来，谷实生物初
心不改，坚持以研发为引领，秉持技术
人员培训业务员、业务员指导养殖户
的方式，以帮助养殖户做实证为切入
口，用实际效果征服养殖户。

“你看人家宣传单上写着一天能
长1.7斤肉，你家宣传单上写的才长
1.3斤，这也没有竞争力呀，我不能再
代理你家产品了！”2010年，面对黑河
谷实生物产品代理商的质疑，谷实生
物业务员信心满满地劝他说：“那你做
个对比实验吧！”该代理商真的拿自家
猪做了对比，一个月后实验结果出来
了，喂谷实饲料的猪一天长了1.7斤，
而厂家宣传一天能长1.7斤的饲料实
际才长1.2斤。代理商拉着业务员的
手一再感谢，“这要是真放弃了谷实饲
料，产品卖杂了，那不是砸了自己牌子
吗？”

多年来，谷实生物已经做了上千
次实验，数万例实证，这也成为公司开
拓市场的敲门砖。目前，谷实生物已
是我省反刍类饲料最大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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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火了
本报记者 薛婧
李爱民

数九寒冬中，
前来购货的大货
车在厂门外24小
时排着长队，这家
产品供不应求的
企业就是谷实生
物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简称谷实生
物）。从去年7月
起，该企业产销量
一路飙升，企业发
展态势愈发红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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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在中控室监控产品生产情况。

本报记者 蒋国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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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沈丽娟）日前，松北
区举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线上
首场集中宣讲活动。首场宣讲由哈尔
滨市委宣讲团成员，市委党校文化生态
文明教研部主任王双立教授、科研处处
长王喜权教授围绕“坚持新发展理念构
建新格局”“走进社会主义康庄，奔向现
代化国家大道”主题进行宣讲，全区基
层宣传员及群众150余人参与线上学
习。

宣讲会上，王双立教授以“坚持新
发展理念构建新格局”为题，结合新区
发展实际，对适应新发展阶段新要求，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行了深入阐
释。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实现更
大作为，关键是要做到创新发展、协调
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的
一体把握、协同推进，五个方面发展理
念既相互贯通又相互促进，是具有内在
联系的集合体，其中创新是第一动力、
协调是内生特点、绿色是普遍形态、开
放是必由之路、共享是根本目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宣讲活动线上举行

本报讯（记者薛婧 李爱民）18日，
哈电国际工程总承包市场开发迎来

“开门红”,与海伦市冠峰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成功签订黑龙江绥化海伦冠
峰风电EPC总承包合同。

绥化海伦冠峰风电项目是哈电国
际在新年伊始签订的第一个工程总承

包项目，也是哈电国际在国内斩获的
首个风电项目，为公司进一步建立国
内国际“双循环”市场新格局，深入贯
彻落实哈电集团“62858”发展战略，不
断拓展新能源领域业务，加快实现转
型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绥化海伦冠
峰风电项目是经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

核准的风电、光伏平价上网重点项目，
也是黑龙江省2020年~2021年度“百
大项目”之一，项目位于海伦市祥富
镇、共和镇区域，项目规划建设装机容
量100MW，工作范围包括设计、设备
供货、安装、调试、试运行和质保期服
务等。

本报讯（记者薛婧 李爱民) 近日，
由哈尔滨新区俄语教育集群长郝岚主
持的课题《以集群形式促进区域俄语教
学优质均衡发展的路径与研究》正式
立项为我省规划重点课题，并入选
2021年度我省规划重点课题资助名
单。

据悉，课题组以俄语集群发展为研
究路径，通过建立名师工作室、开展教
研活动、俄语节、俄语课程建设，实现区
域内俄语教育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对
内建立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联盟，对
外交流培养国际视野、国际合作等一系
列途径，研究利用地缘和新区政策优
势，促进新区义务教育阶段俄语教育优
质均衡、品质化发展。

俄语集群课题入选
省教育科学
规划重点课题

本报讯（记者沈丽娟）记者从
松北区政府征兵办公室获悉，2021
年度征兵网络报名从2020年12月
10日正式开始，目前报名正在火热
进行中。今年首次开展一年两次
征兵，男兵上半年应征报名日期为
2020年12月10日~-2021年2月
20 日，下半年应征报名日期为
2021年 4月 1日~2021年 8月 15
日。女兵上半年应征报名日期为
2020 年 12 月 10日~2021 年 2月
15日18时，下半年应征报名日期

为2021年6月26日~2021年8月
15日18时。点击进入全国征兵网
报 名 网 址 https://www.gfbzb.
gov.cn/即可报名。

男兵应征报名对象要求如下：
高中（含中专、职高、技校）毕业及
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含高校在校
生），年满18至22周岁；大专及以
上文化程度的高校毕业生，年满18
至24周岁；初中毕业文化程度青
年，年满18至20周岁。

女兵应征报名对象上半年应
征报名：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应届
毕业生及在校生，年满18至22周
岁；2020年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应
届毕业生可以报名参加2021年上

半年女兵征集，年龄放宽至23周
岁。下半年应征报名：普通高中应
届毕业生和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
应届毕业生及在校生，年满18至
22周岁。

据了解，我省大学毕业生服役
期间按有关规定可在退役就业、升
学，士兵提干，跨级、跨年限选取士
官等方面享受优惠政策。2021年
上半年被批准入伍的毕业班学生，
完成专业理论课程的学习、毕业设
计和论文答辩合格，符合毕业条件
的，学校应当准予毕业，而且享受
应届毕业生入伍相关待遇。

本报讯（记者薛婧 李爱民) 近日，
哈尔滨银行哈尔滨新区科技专业支行
邀请黑龙江省金融文联秘书处、黑龙江
省金融书法美术协会，联合哈尔滨市地
方金融学会、同佳岸慈善基金会、松北
区松祥街道办事处、黑龙江自贸区展鑫
产业园，共同举办了“翰墨飘香迎新春”
省金融文联书法家线上直播为百姓送
写春联送“福”字活动，共邀请并吸引哈
尔滨新区30余户中小企业，金融文联
会员单位代表及社区抗疫一线志愿者、
社区居民近200余人参与了直播间互
动。

在线上直播现场，金融书法家们笔
走龙蛇，泼墨挥毫。一幅幅春联刚劲有
力、磅礴大气，既有充满辞旧迎新的美
好愿景，也有平安吉祥、和谐发展的励
志高歌，表达了书法家和人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与期待。

翰墨飘香迎牛年
线上直播送春联

本报记者 沈丽娟
从一名教师到教务部主任，再

到副校长，扎根教育一线22年，一
直担任班主任工作。22年来，哈尔
滨市实验学校刘艳丽的数学课，犹
如磁石一样，深深地吸引着课堂上
的每一位学生。她注重学生思维
深度的训练、发展儿童的智力水
平，逐渐形成了“境趣相生、多元共
融、情智同育”的教学风格。

从2003年开始，刘艳丽便一
直奋斗在课改的最前沿，教学业绩
突出，曾在全国第六届新世纪小学
数学课程与教学系列研讨会上获
全国一等奖。2015年，刘艳丽调
到了刚刚创建的哈尔滨市实验学
校，担任班主任的同时担任小学部
教务处主任、学校校本课程研发中
心负责人。经过5年的奋斗拼搏，
2020年9月，刘艳丽被提拔为哈尔
滨市实验学校副校长，分管小学部

教育教学。
她策划创办了教师党校，分为

青干班、青年班、青锋班，通过党课
引领、拓展训练、互动交流等形式
进行培训，党建工作真正做到了细
处着眼、小处着手、实处着力。作
为课程研发中心负责人，她研发了
实验学校紫冰花课程体系，下设九
大特色校本课程，尤其是精彩的社
团课程和经纬中华情特色鉴赏课
程更是彰显了实验特色，从最初的
8个社团到如今的47个社团，从初
步的研学课程设想到带队飞往西
安、台湾研学旅行，从单一管理到
六大书院协同管理，从参与学生数
300余人到现在2000多名学生走
班上课，匠心为师,慧心育人，为培
养正品行、求真知、怀天下的智慧
少年而不懈探索。

刘艳丽介绍说，20多年的教学
生涯中，她领衔的“北岸星月刘艳

丽数学名师工作室”被评为哈市首
批名师工作室之一，充分发挥其辐
射作用，在区域内、学校内带徒弟，
带领工作室教师探索“讲好学科故
事”“学科素养导向下的课堂观察
和课例研究”“双师课堂新模式”，
引领年轻教师不断成长、进步。工
作至今，累计做国家级、省级、市级
公开课50余节。2017年被评为特
级教师，2018年被评为省龙江卓
越教师，省“万人计划”教学名师，
省首批教学名师，国家级尝试教学
先进工作者，省优秀教师，省师德
先进个人，省小学数学教学能手
……诸多荣誉的背后是刘艳丽日
夜兼程辛苦耕耘的付出。

“选择了脚下正在坚韧延伸着
的路，我将一如既往，奋然而行。”
刘艳丽坚定地说。

哈电国际斩获
国内首个风电EPC项目
开门红！

首次一年两次征兵 就业升学享受优待

2021年度征兵网络报名火热

“新区精神” 践行人物（群体）评选

刘艳丽
匠心为师匠心为师 慧心育人慧心育人

集装Ji Zhua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