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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刘秉忠 记者 白云峰）2015年 12月 30日，
五常市又一家农业企业——五米常香农业科技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在新三板挂牌上市。

五米常香农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兴
治在挂牌仪式上致辞说：黑龙江省五米常香农业科技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集水稻收储、生产加工和大米销
售的综合型企业，能够进入资本市场是企业的发展大
事。企业的发展得益于五常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及
合作伙伴的关心与帮助。新三板上市是企业实现梦想
的第一步，公司将以此次挂牌上市为契机，不忘初衷，继
续以助推五常经济为己任、以产业报国为宗旨、以奉献
社会为使命，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一轮改革浪潮
中，大力弘扬五常稻米文化，借助“互联网+五常大米”的
力量，将真正优质、纯正的五常大米提供给全国的消费
者，为耕者牟利，为食者造福。

黑龙江省五米常香农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于2011年，注册资金2800万元，固定资产5000余万元，年
产值2.3亿元。公司拥有国内最先进的精米加工生产线，产
品质量已经达到国际化标准。2012年通过黑龙江省有机
农产品质量认证，2014年通过了国家级绿色食品认证，产品
销售网络遍布全国，远销北京、上海、深圳、成都等城市。

“五米常香”
新三板挂牌上市

文/摄 王澄宇 本报记者 白云峰

乔文志，五常市金福泰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五常
市人大代表。

他和他的金福泰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由最初的一个米业
加工厂发展成为现在的集基地建设、科技育种、农机服务、仓
储物流、稻米综合深加工、休闲旅游于一体的一、二、三产全
产业链推进的综合性企业，并于去年成功在“新三板”挂牌，
成为五常市农业企业第一家上市公司，闯出了一条可供全省
农业企业借鉴的发展新路子。

1998年，24岁的乔文志和许多年轻人一样怀揣着梦想，
成为北漂一族。他把家乡的大米运到北京销售，赚到了他创
业的第一桶金。虽然赚了钱，乔文志并未“小富即安”，他不
是易于满足的人。他爱家乡的一草一木，家乡那一望无际的
稻田令他心醉。

2001年，乔文志购置了设备，在家乡建起了厂房，成立
了五常金福米业加工厂。当时五常大米加工企业有上百
家，要在大米里淘金也并非易事。但坚韧的乔文志有一个
信念，开弓没有回头箭，一定要培育“拳头”产品、核心品牌，
把市场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十几个春秋，收粮、运粮、加
工、销售……他挺过创业初期的艰难，一步一步踏踏实实。

2003年，金福粮油正式在全国各地组建销售团队；2008
年，企业通过 ISO9001-2008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并获有机食
品认证；2010年，先后被评为省、市级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2011年，“乔府大院”被评为黑龙江省名牌产品。同年，乔
文志投资3000万元，新建了年加工稻糠5万吨，生产米糠油1
万吨的米糠油厂，其副产品糠粕是动物的优质饲料，企业实
现了对稻米副产品的“吃干榨净”。米糠油被业内人士誉为

“中国的橄榄油”，市场前景广阔。从2010年起，金福粮油公
司连续 3年实现了大米销量、销售收入、利润、税收同步增
长，三年累计纳税500万元，这为企业转变发展方式、提升总
体水平带来机遇。

利用五常大米的独特资源优势，做出中国的名牌，一直
是乔文志的愿望。五常是“中国优质稻米之乡”，如何做活大
米文章？实现从“谷”到“金”的华丽转身，他掩卷沉思。

2013年，乔文志瞄准了新的制高点。占地 8万平方米，
投资1.08亿元的金福现代农业产业园建成，引进国际化稻米
加工生产线，稻米油精加工生产线，初步改变了企业过去收
购、加工、销售的传统经营模式，形成了集基地种植、种子研
发、农机服务、水稻精深加工、米糠油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
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实现稻谷加工30万吨，米糠油精炼
能力达 13500吨。产业园区的建设为企业的长远发展奠定
了基础，同时也为五常稻米产业转型升级，改变黑龙江省“稻
强米弱”局面带来新的变革。

乔文志深知：农业产业化向纵深发展，必须走产前、产
中、产后相衔接，一、二、三次产业相融合的发展道路。2015
年，乔文志把企业更名为金福泰农业股份公司，向着一二三
全产业链融合发展。

2015年，金福泰投资建设金福稻花香生态体验园。园区
集中展现了五常水稻生态种植水平，树立了五常市稻米产业
的整体形象。同时由村级组织牵头，农户广泛参与，建设了
农家乐旅游项目，打造了吃、住、游相配套生态农业旅游景
点。体验园成为五常市首家集生态种植、科普采摘、稻米文
化展示、加工企业参观、农家乐旅游于一体的旅游文化产业
示范园。对引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休闲农业、体验农业、
旅游农业转型，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做出了有益探索和
尝试。金福稻田景观被评为中国美丽田园，有力推进了农业
产业化晋位升级。

为了不断扩大基地规模，公司采取“公司+合作社+农
户”运行模式。公司于2008年加入王家屯有机种植合作社，
向合作社注资 400万元，争取到国家 1000万元农机合作社
项目，将王家屯种植合作社升级为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同
时公司通过“统一优质品种，统一栽培模式，统一生产资料，
统一管理标准，统一调配机械，统一水稻收购”六统一模式，
建立绿色食品标准化原料基地，保证了企业原料加工需
求。公司充分发挥合作社一头连企业、一头连农户的桥梁
纽带作用，将企业利益和农民利益紧紧绑定在一起，使农民
成为农业产业化经营主体，实现了“农民身份”向“股东身份”
转变。

目前，金福泰年加工经销大米6万吨，米糠油3000吨，公

司年实现产值37827万元，销售收入36535万元，利税1757万
元。公司建立有机水稻基地33210亩，建立绿色食品水稻标
准化基地6.7万亩，建立生态体验园1000亩。实现了龙头企
业、合作社、农户多方合作共赢局面，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乔文志和他的金福泰之所以在 10
年内实现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根本原因在于解放思想，遵循
规律，敢试敢闯，苦干实干，探索了“金福泰模式”，创造了“金
福泰速度”。2015年，金福泰历经 14年不懈奋斗，成功在新
三板上市，迈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步

抚今追昔，乔文志感慨道，五常有得天独厚而且是可再
生的资源，五常大米代表了我省水稻种植的高端，我们会一
直沿着产业化的道路走下去，推动水稻种植业向精深发展，
使五常大米行业真正走上大品牌、大市场、大企业的发展之
路。

十年风霜雪雨，十年春华秋实，印证了乔文志的坎坷与
艰辛，印证了他的激情与魄力，小水稻，金品牌，这就是乔文
志的真实写照。

图为乔文志在接受媒体采访。

乔文志 三产融合从“谷”到“金”

本报讯（杨洪亮 记者 刘柏森）5日，方正县哈尔滨华侨创新
创业园招商项目推介会在哈尔滨举行，与会的60余位侨商与方正
县政府就其推荐的8个公共基础设施PPP（公私合作）项目和18个
产业项目进行了项目对接洽谈。

方正县是侨乡。目前在全县20多万人口中，旅居海外的华人
华侨已达 6.7万余人，归侨侨眷 8.6万人。多年来，很多华人华侨
已回乡创业，目前全县侨属企业已达55家。为激发华人华侨回乡
创业的热情，方正县政府与哈尔滨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在方正县经
济开发区联合辟建了哈尔滨华侨创新创业园。该园区规划总面
积337公顷，设有“一心三区”即综合服务中心和绿色食品产业区、
综合产业区、新材料产业区，去年11月25日园区挂牌成立。

方正
推介哈尔滨华侨创新创业园

哈尔滨市民与东安村村民结缘和先前的沟通是通过手
机微信，在先前的交流中，双方商定，参与活动的哈尔滨市
民每年支付 680元，由村民提供 70平方米的土地和劳动种
植有机蔬菜。有了这个“微菜园”的哈尔滨市民不但能在
7、8月份得到由村民快递来的每周一份的新鲜有机蔬菜，
还可以若干次到农家做客，从事采摘、垂钓、聚餐等活动。

1月 2日一大早，村民便纷纷来到董庆辉家，等待由哈
尔滨赶来的客人。村里的男人们在进村路的两侧插上了彩
旗，在董家拉上了印有“皑皑白雪，浓浓亲情，醉在农家菜
园”字样的彩色横幅；村里的女人们则帮着董家女主人准备
丰盛的菜肴，还把自家的粘豆包、豆角干、蜂蜜等小特产带
来摆了一大堆供客人选购。

10时，来赴会的哈尔滨市客人终于驾车到来。原本宽
敞的董家顿时热闹起来，屋里、屋外，炕上、地下，挤满了喜
气洋洋的人们。

歇歇脚、暖暖手，客人中的主妇们就聚集到农家土特产
展柜前选购自己喜欢的产品。10多分钟的时间里，一大堆
土特产就被客人们抢购得所剩不多。一位女士抱着好几包
豆角干回了屋，其他没有抢到的人则拉着村民问还有没有。

在屋内，由于事先沟通得比较充分，因此合作对接进行
得非常快速和顺利，交钱、签约、握手。不长的时间里，哈尔

滨市民和东安村村民共有15户结对完成了“私人定制小菜
园”合作对接。

谈起参加“私人定制小菜园”活动的原因，哈尔滨市民
姜鸥告诉记者，食品安全一直困扰着她，让家人吃到不施农
药和化肥的健康安全的有机蔬菜也一直是她的奢望。通过
微信朋友圈得知可以参加这一活动后，她就在第一时间报
了名。今年夏天，姜鸥就可以让家人吃上有机蔬菜了，并可
以带着家人到这个小村子体验乡村生活了。谈到这些，姜
鸥显得有点小兴奋。

村民娄长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自己家前后园子
种菜给自己吃一直是不打农药不上化肥的，上的是农家肥，
荒了就用锄头铲铲。和哈尔滨市民签约后，他将会更加精
心地侍弄菜园子，一定让人家吃上真正的有机蔬菜。

“私人定制小菜园”活动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东安村党
支部第一书记孙继成表示，他发起这个活动，就是要通过打
造一分田“微菜园”这个平台，实现城乡间的相互了解和对
接，从而打通绿色和有机农产品销售新渠道，并发展乡村旅
游，最终实现农民增收的目标。

午后，饱餐了一顿丰盛农家大餐后，满载而归的 30余
位哈尔滨市民踏上了归程，村民们一直送出了村外，双
方都憧憬着今年夏天的合作和交流。

延寿 城乡共享农家“微菜园”
文/摄 钱玺勇 本报记者 潘宏宇 刘柏森

元月2日，数九寒天里，延寿县乡村到处冰天雪地、寒气
逼人。然而，在延寿县六团镇东安村村民董庆辉家里，却温暖
如春、气氛热烈，就像办喜事——这一天，“私人定制小菜园”
对接会正在这里举行，参会的是30余位远道而来的哈尔滨市
民和村里的部分村民。

哈尔滨市民在延寿县六团镇东安村购买农产品。

东安村的农家产品受到城里人的青睐。

哈尔滨市民在延寿县六团镇东安村进行“私人定制小菜
园”合作对接。

数九寒冬，为保障雪天道路畅通，依兰县环卫部门出动大型
清雪机械对街路进行集中清理，每天出动清雪车辆50余台，保障
主要街道和巷道通行。 胡春风摄

本报讯（刘鹏娜 记者 白云峰）在刚刚过去的
一年，宾县按照哈尔滨市委、市政府的总体安排部
署，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快产业项目建设，大哈
东物流产业带建设取得了积极成果。

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去年，全县基础设施开
工项目 10个，完成投资 3772万元。目前已竣工 9
个，分别是水厂东路、南环路、致富路等 6条道路
建设维修工程，2400米排水管线铺设工程，兴宾大
道、祥宾路、福运路3条道路绿化工程，区内355盏
路灯安装工程；在建工程1个，即投资3080万元的
开发区 2万吨供水厂，已完成总工程量的 80%，完
成投资2500万元，剩余工程今年8月底前完成。

推进招商引资工作。去年，宾西开发区新签
约项目 14 个，签约额 27 亿元，到位资金 6 亿元。
哈尔滨北大荒大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投资2亿元
的粮食收储加工贸易项目已开工建设，哈尔滨奥
瑞德光电技术有限公司投资5亿元的蓝宝石材料
产业基地三期扩建项目去年12月投产，还有中铁
房山桥梁有限公司投资1.8亿元的轨枕生产项目，
黑龙江省钱道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1亿元的
包装制品项目，长峰市政工程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投资2亿元的可降解餐盒项目。

推进产业项目建设。去年宾西开发区计划开
复工项目77个，目前已全部开复工，完成投资34.4
亿元。其中，新开工16个，分别为奥瑞德、中孚能
源、百强印刷、银鑫、广信包装、水暖产业园等，完
成投资 6亿元；复工项目 61个，分别为松杉木业、
垦丰种业、鑫荷包装、三兄弟钾肥、天地丰、盛鑫杰
软件、民生医院等，完成投资28.4亿元。

下一步，宾县将进一步加大力度，加快建设大
哈东物流产业带。全力抓招商引资，目前开发区共
掌握有意向投资项目信息35个，正在重点洽谈推进
12个项目，预计近期省烟叶公司投资6亿元的烟叶
复烤项目、五洲丰化肥公司投资3亿元的缓式肥生
产项目、韩国欲同公司投资5亿元的包装项目、禹王
蛋白公司投资2.2亿元的低温豆粕生产项目可以签
约。同时，充分挖掘现有企业潜力培植增量，不断推
动企业裂变升级，促进产业深度扩张；抓要素保障，
加大土地、资金、审批等要素服务力度，搭建项目开
工建设绿色通道，千方百计创造开工条件，全力保证
未开工项目尽快开工、开工项目尽快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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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白忠华 王树君）人民银行尚志市支行大力支持农村金
融机构扩大涉农信贷投放，去年累计投放支农再贷款3.1亿元，比上
年增加了0.2亿元，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

“支农再贷款是助推农民创业的‘强心剂’，是农民发家致富的
‘催化剂’！”“有了支农再贷款的支持，合作社好，农民更好！”黑龙江
汉林种貂专业合作社的法人代表王瑛毅深有感触地说。2015年，他
得到了尚志市帽儿山信用社发放的人民银行支农再贷款1000万元
的支持，并且利率仅为6.66‰，使他3年可节约利息50余万元，为合
作社扩建加工车间注入了活力，王瑛毅表示，政府不仅在政策上支
持，而且在贷款上支持，让我们合作社增强了发展信心，可以说没有
支农再贷款的支持就没有我们汉林种貂专业合作社的今天。

尚志
3.1亿支农再贷款助力合作社

本报讯（王雪菲 姜元一）近日，木兰县人民医院新复诊的耳
鼻喉科挤满了前来就医的患者，吉兴乡农民刘成说，省城大夫出诊
使困扰他多年的咽部肿物病症得到了彻底医治，在家门口看病为
他节省了一大笔医疗费。

哈尔滨市第一医院得知木兰县人民医院由于临床医疗专业技
术人员严重紧缺，耳鼻喉科一直处于无医生状态，便选派业务骨干
进驻开展业务指导、临床诊疗等工作。短短2个月的帮扶，使木兰
县人民医院耳鼻喉科复诊，让木兰县的百姓足不岀县就可享受省
城专家精湛的诊疗技术。省城医院帮扶基层，让木兰县人民医院
的医疗水平有了很大的改善。目前，该医院月门、急诊人次达
28022人；床位使用率50.85%，较上年同期上升5.52%。

木兰
市县医院携手为医患造福

日前，中粮集
团“爱心包裹”捐
赠仪式在延寿县
中和镇中心小学
举行，领到“爱心
包裹”的孩子们喜
不自禁。

此 次 捐 赠 活
动是由中粮集团、
中国扶贫基金会
共同合作发起的

“中粮温暖包裹”
众筹项目，以“小
包裹，大爱心，彩
色 梦 想 ，感 谢 有
您”为主题，由中
粮集团员工出资
与学生一对一进
行 捐 赠 ，延 寿 县
共 475 名 学 生 收
到 了 羽 绒 服 、手
套、护膝等保暖御
寒物品。
邬艳明 刘伯羽摄

本报讯（郭连军 ）日前，延寿县不动产登记中心落成揭牌。
坐落在延寿县的黑龙江香其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获得了全市首本
不动产权证书，标志着哈尔滨市不动产统一登记颁发新的不动产
权簿证工作正式启动。

延寿县经过省国土资源厅检查验收通过后，成为我省不动产
统一登记试点单位之一首个在全域范围内启动不动产登记的县
级行政区，在全省发挥了示范引领和带头作用。

据了解,在不动产首次登记、变更登记等工作中统一使用了由
国务院授权、全国统一编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
其它证书样式将不再使用。原有登记机构依法颁发的各类不动
产权属证书和制作的不动产登记簿继续有效，并按照“不变不换”
的原则，权利不变动，簿证不更换。哈尔滨市本级和其他县（市）
将按照国家《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相关规定，采取“登管分离”的
方式开展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

延寿
颁发哈市首本不动产权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