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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摄 李娜 本报记者 马少忠

在伊春友好万亩蓝莓产业园，一棵棵蓝莓树已披上了绿
装，充满了生机。

友好区百姓清晰地记得，去年的 5月 23日，习近平总书记
走进了这里，对友好蓝莓产业发展提出了新要求、赋予了新使
命。

一年来，友好区委区政府带领着全区 6.7万人民，牢记总
书记嘱托，以高度的担当和坚定的决心，苦练蓝莓产业化发展

“组合拳”，密切关注国内外蓝莓市场发展形势，及时了解蓝莓
市场行情和需求，并专门请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对该区种
植的蓝莓及野生蓝莓进行花青素含量的专项检测。经检测，
这里的蓝莓鲜果花青素含量最低 155.15毫克/100克（美登），
最高达 348.14毫克/100克（北陆），分别比野生蓝莓每百克鲜
果高出 33.2毫克和 226.19毫克，比吉林、辽宁人工种植蓝莓也
高出了很多。在弄清花青素含量的基础上，该区按照商务部
确定的 16项检测指标，着手研究建立友好蓝莓、蓝靛果、野生
猕猴桃等小浆果质量标准。并委托沈阳药科大学对友好所有
蓝莓品种及野生蓝莓、蓝靛果、猕猴桃等小浆果进行指标检
测。同时，利用东农、东林、伊春小浆果研究院等园区挂牌科
研单位的技术优势建立实训基地，聘请技术专家，结合林业职
工转型安置、精准扶贫工作，有针对性地开展技术培训。

在稳步扩大蓝莓种植面积的同时，友好区还重点加强了

省级农业科技园区道路、排水、滴灌、绿化美化等基础设施建
设，目前全区蓝莓种植总面积已达 1.2万亩；在巩固好现有蓝
莓冰酒、红酒、白兰地、饮料、果干、果脯等系列产品的基础上，
重点推进蓝莓系列产品研发，把产、供、研、销体系建立起来，
努力形成全产业链条的现代化农业科技园区。目前，已有丰
园、丰林、广川果业等多家蓝莓加工企业进行蓝莓精深加工，
市场销路良好，远销省内外多个城市。与贵州茅台酒厂昌黎
葡萄酒业合作，生产的手工版茅台洞藏葡萄酒、冰红酒现已小
批量投入市场，效果良好。与伊春泓洋蓝莓科技有限公司签
订的蓝莓深加工项目协议书，2016年已完成可研报告及土地
选址，待项目全面达产后，年可加工蓝莓鲜果 6000吨、提取花
青素 80吨、生产蓝莓冻干果粉 740吨，预计实现产值 10亿元，
将成为全市最大的蓝莓种植、研发、加工、销售、冷链物流基
地。

借得“春风”绘“蓝”图。以打造蓝莓产业综合体为龙头，
以蓝莓文化节为载体，谋划建设集观赏体验、展示购物、休闲
娱乐、棚室采摘为一体的“四大功能区”，将蓝莓采摘园提档升
级为蓝莓文化园，搭建“强文引智、游推结合、以游招商”的文
化交流新平台，邀请海内外企业家、文化名人共谋发展大计。
新建 30栋蓝莓钢架大棚和 2 栋温室大棚，延长全年采摘时
间，继续完善园区基础设施，建设一条“U”型旅游观光路
线。科学调整棚室太空果蔬种类，在巩固现有太空西瓜、
西红柿数量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引进嫁接葡萄、草莓、高端
花卉等一些新品种进行规模种植。依托种植葡萄 1000 亩、
建设葡萄鲜食大棚 20栋，综合开发林都友好观光园打造成
集葡萄采摘、水上漂流、特色餐饮、休闲观光于一体的旅游
度假基地。加快推进花青素提取、冻干果粉生产及蓝莓猪
养殖深加工项目的落地投产，实现蓝莓产业向价值链高端
迈进。推进“旅游+文化+产业”等多元化创意融合，打造
集“欧式酒堡住宿，洞藏蓝莓酿酒工艺鉴赏、品尝，自然水域
垂钓”于一体的山庄经济。

友好区充分利用好现有资源，厚植生态优势，深入开发
生态旅游项目，围绕“一岛三园”旅游支点，重点放大“友好蓝
莓”的辐射效应，打造以蓝莓园区体验、乳影岛游乐、岭峰7300
公顷野生蓝莓湿地观光、松园1461公顷红松母树林游历、柏慕
庄园和林都友好观光园休闲餐宿、林场野外露营、沿途林场河
段漂流、“雪山来客”鄂伦春民俗表演和农家乐民宿体验为整体
的沟谷产业观光带，不断做活蓝莓相关产业文章，打响“中国蓝
莓之乡”品牌。

图为技术工人在智能温室里养护蓝莓树苗。

春风又绿蓝莓园

□文/摄 兰胜宇 刘强 本报记者 马少忠

伊春市新青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
树立五大发展理念，坚持全域生态化发展，加快改革纵深化推
进，着力做好“三篇大文章”，构建绿色化产业体系，努力走出全
区绿色化转型新路。

“新字号”打造转型发展新引擎

新青区依托良好的生态资源，努力打造转型发展新引擎，

强力推进以小兴安岭户外运动谷（松林户外风情小镇）为核
心，以国家湿地公园、白头鹤自然保护区、老白山等旅游资源
开发为辅的生态旅游区。

该区小兴安岭户外运动谷已成为全市旅游干线上的新亮
点，先后被确定为“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全国汽
车自驾运动营地，2016被纳入全国旅游项目优选名录，已累
计接待游客 17万多人次。他们不断完善小兴安岭户外运动
谷基础服务设施建设和项目建设，拓宽了通场公路 9.7公里，
建设了 744平方米的游客接待中心和 171.3平方米的医疗卫
生服务中心，新建成的 3.6万平方米的鹤仙湖和 1983俱乐部
已投入使用，建成家庭旅馆 14家，为游客提供了充足的休闲
娱乐、医疗保障和住宿设施。依托冬季冰雪资源优势，大力开
发林海雪原徒步穿越、冰雪娱乐、体验冬捕、冰上垂钓、冬令
营、林海人家过大年等旅游体验等冬季旅游项目，补齐冬季旅
游短板，把“冷资源”变成“热经济”。新青湿地公园晋升为国
家 3A级旅游景区，新建设的 1559平方米的湿地博物馆主体
工程已竣工，继续实施新青国家湿地公园停车场、游客服务中
心等基础设施改扩建工程。积极推进养生养老项目建设，引
进山东临邑金泽农贸有限公司，投资 5.6亿元在该区建设集旅
游、度假、健康、养生养老为一体的“塞北江南北斗旅居养老小
镇”项目，目前该项目已完成了 2200平方米办公用房的基础
施工。

该区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大力发展运输、仓储及冷链物流
业，着力打造商贸物流产业园。目前，该区友春、鑫粮等 3家
公司的粮食仓储库库容总量达到 8万吨，其中鑫粮公司实现
利润 300余万元，友春现代农机合作社新建配套设施已投入
运营。完成了新青粮库铁路专用线恢复工程。改扩建新青商
贸大集场地面积 7600平方米，推进了规范化经营，并已形成
了辐射效应，吸引了佳木斯、绥化、鹤岗等周边城市和附近县
区（局）的众多商户、百姓前来“赶集”。

“原字号”推动特色产业链发展

按照“粮头食尾、农头工尾”要求，围绕伊春市“红蓝黑
黄+林药+林畜”优势产业链，该区不断优化产业结构，推进特
色种植养殖及森林食品等“原字号”产业链条式发展。

这个区黑木耳种植每年保持 2300多万袋的发展规模，引
进东北林业大学技术和项目资金，在全区推广大棚立体挂袋
黑木耳栽培技术，被中国蔬菜流通协会授予“中国黑木耳绿色
消费基地”和“中国十大蔬菜（黑木耳）之乡”称号。引进了伊
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投资 1800万元在该区开展灵芝种植加

工项目，目前新建成灵芝菌包生产线 1条、温室大棚 100栋。
深入推进以林场（所）为主体的合作经济发展。2016年

全区各林场（所）职工群众种植返魂草 1080 亩、蓝靛果 1600
亩，培育薇菜苗近 100万株，森林猪存栏 1000余头。水源林
场建成大棚果园种植基地和全自动化特色养鸡场各一处，
养殖海兰白蛋鸡 3万多只，种植黄桃、葡萄 1.3万株，吸纳就
业 65 人。该区与伊春宝宇集团公司签订了森林猪养殖合
同，在该区原金林林场建立森林猪养殖基地，同时建立辐射
14个林场所的若干个林下放牧场，项目达产后，将实现年繁
育仔猪 10 万头，存栏基础母猪 5000 头，带动 1000 多人就
业。同时，冷水鱼、高加索犬养殖和返魂草种植加工项目也
先后落户该区。

进一步推进森林食品加工业纵深发展。目前，该区家禾
食品速冻有限公司今年预计实现冷冻食品吞吐量 1万吨，成
为全市规模较大的森林食品速冻加工企业之一。2016年引
进的伊春丰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投资 5800万元的白桦树汁
生产加工项目已经落地并开工，目前项目一期工程厂房正在
建设中，项目投产后可提供 200多个就业岗位。该区还在伊
春生态经济开发区投资 6000万元建设有机大豆深加工项目，
现已完成各项前期手续的审批和场地平整。

“老字号”不断增强市场竞争力

新青区积极围绕木材精深加工企业的产业基础和品牌优
势，通过创新驱动、融合发展、推陈出新，实现产品生态化、管
理信息化、社会服务化，改造提升“老字号”，让老树发新枝，增
强市场竞争力。

该区扶持友春、宏利、福轩等木材精深加工龙头企业，通
过合理利用木材资源、提高设计水平、创新生产工艺、拓展销
售渠道等方式，保持了企稳向好的发展态势。在第四届森博
会上，木制品实现销售额 71万元。他们鼓励艺达公司围绕旅
游产业发展大做文章，加强创意制作、加大研发力度，推出一
批能够彰显林区特色、具有深度文化内涵的旅游纪念产品，进
一步推动木制旅游纪念品产业化、市场化发展。同时，积极引
导木材加工龙头企业与国内各大木材集散市场的合作，特别
是借助嘉荫口岸的地缘优势，积极参与境外木材采伐与加工，
尽快破解原料短缺瓶颈，带动木材精深加工业加快复苏和壮
大。在接续替代产业上不断寻求创新，促进区域经济平稳转
型，持续向好发展。

新青林业局汤林林场职工创新改进传统制菌、养菌方法，
提升了接菌效率。图为职工正在向网格中放置菌袋。

□王云竹 本报记者 马少忠

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如何加速推进绿色化转
型？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如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发展？
在地区发展差距中，如何发扬优势奋起直追？这些困难考验
着林区人民的智慧和意志。2016年，受宏观经济下行、木材停
伐、去产能等因素影响，伊春市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增加值 21.9
亿元，同比下降 6.1%，较上年同期收窄 9.5 个百分点。伊春市
工业经济虽仍在低位运行，但降幅逐渐收窄，总体呈现回稳向
好的积极发展态势。

过去的一年，伊春市按照“林业经济林中发展，林区工业
林外发展”的战略布局，横下一条心抓转型促升级，搭建起了
产业发展的基本框架。

针对重点产业发展，坚持以绿色化发展理念为引领，优化
生态资源配置，以绿色化产业体系为支撑，深度开发“原字
号”，全力打造中国森林食品之都、中国林都北药之乡。去年，
全市食品工业项目投资 500 万元以上的有 32 个，总投资共计
37.7亿元，当年完成投资 11.8亿元。伊春市森林食品初步形成
了以汇源、中盟天隆为龙头的坚果产业，以越橘庄园、忠芝为
龙头的浆果产业，以黑尊、北货郎为龙头的食用菌产业，以宝
宇、恒泰牧业为龙头的森林猪产业，以伊岭泉、天赐湖、伊麟为
龙头的矿泉水产业。制药工业实现产值 3.2 亿元，销售收入
2.88亿元，工业增加值 1.43亿元。依托“林都北药”品牌，整合
产业链。全面推行药材基地 GAP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积极鼓
励和扶持制药厂家和北药开发企业与药材生产基地的合作，
以小兴安岭名贵药材促进生产厂家的产品开发，以公司龙头
产品和订单拉动特色北药发展。

坚持市场导向，紧盯市场需求，以信息化、绿色化、服务化
改造传统产业，让旧的存量转化为新的增量，推进木业加工业
提档升级，着力打造中国实木家具之乡和中国木艺之乡。
2016 年，伊春市木业加工业实现产值 13.2 亿元。光明家具逆
势上扬，全年完成产值 2.3亿元，同比增长 37%，线上签单成交
2.2亿元。木制工艺品企业实现产值 3.5亿元，特别是“北沉香”
系列产品得到深度开发，美江、永达等木制工艺品加工企业生
产的系列产品，年产 20余万件。

重工业生产持续向好，实现增加值 15.3 亿元。随着市场
环境逐步向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稳增长政策效应逐渐显
现，伊春市大中型工业企业特别是西钢、鹿鸣矿业、北方水泥
等重点企业生产逐渐企稳。华能伊春热电投产发力，助推了
全市国有经济的快速增长，成为全市工业经济的主要增长点。

项目建设是稳增长的“压舱石”，是调结构的“节拍器”。
2016 年，伊春市工信委把项目建设作为推进工业转型升级的
关键点和重要抓手，加大了服务力度，着力协调解决遇到的困
难和问题，全力推进项目落地、开工、建设和投产。去年，全市
园区实现工业总产值 46.6亿元，同比增长 16%；工业增加值实
现 11.6 亿元，同比增长 36.5%；税金 1.6 亿元，同比增长 75.2%。
园区的基础设施不同程度得到完善，园区的层次有了明显的
提升，铁力、翠峦、西林成功晋升为省级经开区。

伊春生态经开区围绕森林食品、林都北药、非转基因大
豆、小微企业创业园四大专业板块，精准招商。截至目前，入
驻企业 105户，其中森林食品加工企业 86户，占 82%。2016年
园区实现工业产值 10.96 亿元，税收 1474 万元，提供用工岗位
2389个。园区基础设施累计投资 4.47亿元，目前已达到“七通
一平”的标准。2016年又有 14个项目签约，计划总投资额 22.4
亿元。

铁力经济开发区一期规划区共规划矿产精深加工、机械
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绿色有机食品及制药四个项目分区
摆放板块。入驻园区的 30 个项目已经有 20 个陆续试投产，
2016年实现工业产值 6.8亿元，利税 5300万元。开工新建和续
建项目 7 个，又新引进北京禾中控股、深圳金新农等项目 11
个，签约额达到 33.24 亿元。同时，在双丰原木材加工小区建
设双丰产业园区，已有两户企业入驻。2016年，市工信委着力
推进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升经济社会各领域信息化
应用水平，信息基础设施服务能力明显增强，社会信息化水平
大幅提升，电子商务发展进程加快。

去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90%的企业接入互联网，
50%建设了门户网站，70%的企业实现办公自动化，数字化生产
线 58条。在医药、食品、能源、木材加工行业中，参与两化融合
水平评估和诊断的企业 37家。鹿鸣矿业有限公司和光明集团
均已被列为国家级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试点企业。推进

“互联网+”技术进入企业，光明集团在天猫商城、京东商城、苏
宁商城、国美商城等大的电商平台都有自己的旗舰店，2016年
电子商务销售额已达到 2.2 亿元；涌现出了光明集团、西钢集
团、越橘庄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伊春枫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等一批电商企业。

政策上扶持，项目建设上给力，全市方方面面致力营造
良好的发展环境，使该市工业经济转型升级稳步推进，提升
了工业企业的发展速度，有力强化了全市经济实现跨越发
展、绿色崛起的实力，为实现工业经济由大变强的转型跨越
夯实基础。

伊春工业

逆风跑出加速度

□文/摄 刘斌 本报记者 马少忠

在乌马河伊东林场，“野猪林”里野猪成群；养殖区内，山
地鸡在春光下闲庭信步；林蛙、蜜蜂等养殖平稳起步。而在
山下，小镇内家庭旅馆、饭店、超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伊东林场班子紧密结合“创业型班子”建设和“双管双
创”工作，利用林地优势，带头集资成立了伊东森林猪养殖
场，养殖场占地面积 1500平方米，建成猪舍 8栋、母猪产仔
室 5栋，引进森林猪 700余头。历经 10余个月的繁育饲养，
存栏 1300余头，去年出栏 200多头，林场和职工有了“回头
钱”。

看到了生态养殖的良好发展前景，搞起了“森林猪“养
殖模式的复制，去年，他们又养起了山地鸡、林蛙及蜜蜂
等。好山好水、吃虫饮露，山地鸡及其蛋产品售价一直居高
不下。职工群众面对游客增多的实际，销售蜂蜜，每斤卖到
了 25元。

在发展中，林场还充分利用梅花山国家森林公园在辖
区的优势，针对企业所需，开展保洁、餐饮、保安及滑雪场陪
练等职工技能培训。目前，企业常年安置职工 40余人，季
节性用工达到 150余人，山里人也吃上了“旅游饭”。

历经 7年发展，梅花山小镇业已成型，一年四季游客不
断。截至目前，已有 16户职工发展起饭店、超市等项目，户
均增收 3万多元。林场的能工巧匠抱团闯市场，他们成立
了工程施工队，“匠人”们在参与小镇建设的同时，还到市区
参加工程施工建设，100 余名富余职工赚到了“手艺钱”。
他们还“借船出海”，与区对俄合作办公室接洽，将 30余名
富余职工送出国门。

该林场还利用拥有大片农地的优势，引领传统农业向
现代农业转变。2015年，引进了枫尚农业公司甜玉米种植
项目，发展生态农业。25名职工群众在企业找到了工作，
参与到分拣、精选、蒸煮、切割及包装等环节中，日工资百元
以上。山里人摇身一变，成为了熟练的产业工人。

伊东林场党总支以“党总支+协会+创业带头人”为载
体，党总支牵头，把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乡土人才和职
工自营经济大户组织起来，成立了林下经济、养殖业、餐饮
业等行业协会。全场有 23名党员干部带头发展种植业、养
殖业及餐饮业等项目，促进了职工群众增收致富。今年，伊
东林场力争养殖森林猪 2万头、山地鸡 8000只，扶持职工改
造水稻试验田 450亩。从大地向大棚转变，预计种植立体
木耳 50万袋。

伊东林场
拓宽致富路 职工干劲增

新青区 转型路上做好“三篇大文章”

在嘉荫县朝阳镇尚志村的一个温室大棚内，农户王增军与儿子王文泽正忙着对秧苗进行分类。发展温室大棚蔬菜
种植，成为该村农民又一增收新渠道。 胡锡韦摄

伊春公安分局交警大队从民警的警容警姿、交通指挥手势
训练等入手，开展岗位练兵活动，为创建文明城助力。

胡锡韦摄

为确保春防全胜，伊春南岔区投资近 5万元，为晨明、浩良
河两个靠前驻防中队配备 10台摩托车。图为晨明扑火队员在
辖区森林中进行实地训练。 贾春华摄

伊春乌马河北货郎森林食品有限公司推出家庭种养模
式，按照互联网思维进行营销场景设计，生态蘑菇园推出了
儿童版、少年版、青年版和家庭版，迎合了消费者对绿色森
林食品的消费需求。 刘斌摄

林场饲养的伊春森林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