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我省多家稻米加工企
业紧密对接市场，销售方式多变，高
端大米通常以基地会员订购和高端
商超品牌推广为主，订单逐年递增，
市场知名度显著提高。

近日，黑龙江庆安东禾农业集
团的 2020 年有机胚芽米最新检测
报告出炉，100克大米含Y一氨基丁
酸 14.77 毫克，品质达到了优质标
准，产品市场需求旺盛。营销经理
祖延来介绍，正是因为产品得到了
消费者认可，优质大米的市场前景
乐观，他们才不遗余力地生产优质
稻米。

黑龙江大米品质一直声名远
播，但为了更好地培育优质稻米，
实现农民与企业的双向增收，全
省各级涉农部门通力合作，不遗
余力地探索优质水稻栽培技术并
进行推广。

黑龙江省农科院作为全省农业
龙头单位，一直高度重视种子问题，
始终坚持把良种创新作为农业科技
创新的核心，不断丰富寒地农作物
种质资源类型。近年来，农科院育
成的水稻品种“龙粳 31”和“绥粳
18”种植面积均超千万亩，“龙稻21”
种植近 200 万亩，气候不利之年未
见倒伏。

2020年 10月，省农业农村厅推
出水稻优质高效栽培技术模式。据
了解，该模式主要是选用审定推广
与当地熟期适宜的优质高产多抗分
蘖力强的水稻品种，适时大棚钵体
旱育壮苗，标准化整地，合理稀植，
钵体摆栽，机械插秧，在增施有机肥
的基础上控氮增磷钾，增施硅肥，节
水增温灌溉，综合防治稻瘟病等病
虫草害，确保优质、高产、高效和安
全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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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稻价低伤农、米价
低损企。每年的水稻行情如
何？最有发言权的莫过于水稻
行业从业人员，为此，记者采访
了从种到加工的不同领域的人
们。

普通稻农：“今年水稻销售
价格比预期低了0.1元/斤。”签
约种植合作社成员：“今年销售
价格比市场价高0.2元/斤。”稻
米加工企业：“市场需求一直疲
软，只能保证随用随采策略，大
米营销量和价格上不去，自然
限制了水稻收购价格。”有机水
稻生产加工企业：“今年有机水
稻收购价格为每斤 3元，比普
通品种稻米的市场价高 1元。
农民实实在在看到了效益。”不
同的声音，几家欢喜几家忧的
现象，反映了今年我省水稻产
业内部现象和特征。

为此，记者在粮食部门了
解到，近期稻价上涨普遍动力
不足，终端需求疲软。尽管我
省粳稻托市收购已经启动一月
有余，但收购范围较小，且受仓
容有限、入库标准严格等因素
影响，短期内粮库上量有限，对
市场托底作用并不明显。此
外，为配合疫情防控工作，今年
全国中小学校和大中专院校将
提前进入寒假，粳米集团性采
购明显减少，抑制加工企业采
购积极性，多维持随用随采策
略。但值得注意的是，优质大
米市场需求依旧旺盛，导致优
质水稻收购价格持续高位运
行，优质优价现象突出。

“只有从源头管控水稻生产质量，
才能保证下游大米销售价格不降低。”五
常市丰年水稻合作社负责人杨雷一语
道破稻米优质优价的关键。

在五常市丰年水稻合作社加工车
间，机器的轰轰声 24小时不停息。工
作人员介绍，为了保证大米的营养新
鲜，他们都是接到订单后现磨现发，从
基地直供餐桌。

盛浪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经理宋
殿发是生产优质水稻的代表人物，他
和团队十年如一日在水稻生产领域
钻研。对于从源头把控稻米质量，他
有自己的一套理论：除了有效监管水
稻种植环节，还应该在水稻的选种育
种阶段精益求精，同时在有机肥的选
用上做到绝不将就。公司引用台湾
运用微生物复合群及新型微量元素
等技术，进行创新开发促进作物对各
种养分转化和作用，有效改良改善土
壤的品质，明显增产增收。在品种方
面，他们用十年时间专注特色水稻种
植，改良培育稻花香 2号源种。目前，
成功改良后的品种食味值得到肯定。

宋殿发说：“虽然全产业链种植投
入成本还是高于普通种植，但有了好种
子，自给自足绿色有机肥料，这些‘硬
件’让我们生产优良水稻的信心倍增。
春耕前签约基地农户，统一发放自繁稻
花香种子，要求使用自制矿物质生物有
机肥料。从春种开始，运用现代技术进
行可视田间监控管理，再配合精益求精
的深加工。我们十年如一日的坚持，才
收获了消费者的认可。”

随着粮食收购高峰期来临，相比于市场收购价持续看涨的玉米和大豆，
我省多数水稻收购价格整体平稳，优质水稻收购价格也始终保持，市场对优
质大米的需求呈现旺盛态势。近日，记者深入我省主要稻米生产地区，与农
民、水稻生产大户、贸易商、粮食加工企业等进行深入交流，了解稻米“生金”
的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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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宋晨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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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割完毕自然晾晒的水稻。

本栏图片均为本报资料片

□杨晓惠 本报记者 李民峰

近日，大庆三元翔瑞医药公司多年来
的心病得到有效解决：拖延 7年的经营场
所产权证终于拿到手，千万元的资金回款
纠纷也开始了诉前调解，生产与运营各环
节中遇到法律难题一一得到回复。大庆
两级法院这种点对点服务民营企业的实
举受到了交口称赞。

到企业中去 从企业中来

从2017年开始，大庆两级法院常态化
开展“访企业、提建议、优环境、促发展”活
动；2020年 9月起，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和市工商联联合启动“万名干警走访万家
企业”活动和“百家企业进法院”活动。

方向明确，行动迅速。大庆市中院第
一时间召开党组会议，提前对活动进行安
排部署，并明确工作要求、责任分工、完成
时限。两级法院班子成员带头示范，先后
走访省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所在企业19

个，市、县（区）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所在
企业 119个，重点企业 75个，基本实现辖
区代表、委员走访全覆盖。

大庆市中院将此项走访调研活动置于
助力全市民营经济发展、优化营商环境工
作大局考虑，与市工商联对接沟通，共同制
发《关于开展“万名干警走访万家企业”活
动实施方案》，发挥人民法院审判职能作用
及工商联密切联系民营企业优势，实现信
息共享、协同走访，建立定期联络、联合调
研、预判预警长效机制，以便共同为大庆市
民营经济健康、规范、有序发展提供可靠服
务保障。

俯下身子、沉下心来。全市法院干警
每到一处，都对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和存在
问题进行详细了解，为企业提供法律咨询
及法律指导，帮助企业规避各种法律风
险。肇源县鲶鱼沟万基谷物加工有限责
任公司因案件执行阻碍了企业资金周转，
肇源县法院当即派出精干力量约谈双方
当事人，积极协调十余次，最终促成该案

件顺利和解，该企业资金周转存在的风险
及时得到解决。

“万名干警走访万家企业”活动充分
征求企业对法院工作的意见建议，并认真
梳理、汇总、建立台账。截至目前，共收到
对法院工作意见建议 69条，梳理问题 18
个，其中 14个即察即办，其余 4件涉企案
件意见建议也已纳入法院院长督办事项。

听企业声音 做便企利企实事

这期间，大庆市中院还与市工商联一
起开展“百家企业进法院活动”，邀请10个
基层辖区民营企业代表参加体验式公众开
放，并分别座谈征求意见、回应司法需求。

在与肇州县企业家座谈过程中，大庆
市中院、肇州县法院和肇州县工商联现场
进行商议，三方就建立“小微企业纠纷调
解室”达成共识。会后肇州县法院在诉讼
服务大厅设立“小微企业纠纷调解窗口”，
工商联选派专人进驻并负责涉企纠纷调
解工作，在达成调解协议后，由法院进行

司法确认，从而快速高效解决涉企纠纷。
大庆市中院还聚焦服务“油头化尾”、棚室
经济、小微企业、脱贫攻坚等主题，推进多
元解纷“一院一品牌”建设，促进“枫桥经
验”的本地化融合发展。

诉求有回音 桩桩皆落地

针对座谈中企业家提出的便捷诉讼、
高效维权、多元解纷、延伸服务等司法需
求，大庆市中院践行“打官司不求人”承
诺，落实落靠便民惠企措施，创新服务保
障市场主体培育、振兴、纾困、退出的司法
措施，深入推进便民司法、阳光司法、高效
司法，以法治方式助推企业提质增效、转
型发展。

红岗区工商联常务副主席张秀丽评
价法院的活动是“最接地气的座谈”“最温
暖的现场解答”“最贴心的普法专场”。

大庆华丰集团万达店总经理王俊峰
表示，有这样的法院在为民营企业保驾护
航，心里更踏实了。

“万名干警走访万家企业”“百家企业进法院”

大庆到企业中寻找便企利企“良方”

双鸭山市应急管理局于 2018年 12月
28日挂牌成立，在保留原市安监局除职业
健康管理职能以外，整合了市政府办、市
公安局、市民政局等 9个部门相关应急管
理工作职责。主要承担指导全市各有关
部门应对安全生产类、自然灾害类等突发
事件和综合防灾、减灾、救灾工作。

自组建以来，双鸭山市应急管理局紧扣
机构改革中心任务，聚焦机构设置、编制配
备、信息化建设和应急保障能力等基础性工
作，超前谋划、主动作为，为顺利推进全市应
急管理系统机构改革奠定了扎实基础。

健全了机构设置、充实了人员编制。
双鸭山市编委会先后 3次召开会议，专题
研究应急局人员编制问题，使全局人员编
制从原市安监局的46名增加到目前的147
名，增幅达 220%，全局处级领导职数达到

12名。在原安监支队、考试中心和地震观
测站 3个事业单位的基础上，新增加了应
急救援支队和应急指挥中心2个副处级事
业单位。各县（区）局的人员力量也得到明
显强化，从原来的98名增加到219名，增幅
达123%。实现了人员与职能同步增加，杜
绝了“只增职能不增人”“无人可用”现象。

坚持高标准起步，扎实推进指挥中心
建设。为进一步夯实“智慧应急”的基础，
在投入2.7亿元的“智慧城市”方案已经通
过审核的情况下，又重新制定方案，对指
挥中心建设提出了“要坚持高标准起步，
功能完善、设备先进，要达到 10年内不落
后”的总要求。根据新的规划，全市建设
的“智慧城市”项目专门腾出 1层（680平
方米）作为市应急指挥中心，由市政府聘
请专业技术团队，按照省应急管理厅任务

书的要求编制完成了指挥中心建设方
案。目前，指挥中心基建工程已经实现封
顶，2021年上半年可投入使用。

加大应急保障投入，助力应急管理事
业发展。将安全生产专项资金、安全生产
举报奖励资金、应急系统岗位津贴、安全
生产专家经费纳入年度财政预算的基础
上，不断加强应急管理基础建设和能力建
设，投资 800万元建设了建筑面积达 3110
平方米的防灾救灾物资储备库，目前已完
成工程建设总量的 80%，2021年上半年可
投入使用。在特别国债中挤出 500万元，

用于应急物资储备和应急装备建设，使全
市应急救援支队在短期内，迅速成长为可
以独立遂行一至四级应急响应的专业救
援队伍。自应急管理局成立以来，市政府
已累计投入资金1800余万元，资金扶持投
入力度前所未有，为应急力量的快速成长
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主动适应新时期应急管理发展的新
需要，双鸭山应急管理局围绕“全灾种”

“大应急”“大救援”应急救援能力建设，努
力创建安全发展示范城市，为应急管理事
业蓬勃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夯实机构编制保障基础 助力应急管理事业发展
双鸭山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 吴恒

守护人民生产生活安全

优质优质““稻中道稻中道””共共赢赢““米生金米生金””

如今，传统的滑雪、冰雪游
戏项目已不能满足游客的不同
需求。龙江森工景区各显其能
纷纷解锁新玩法，为游客奉上
惊喜连连。

板夹泥房、木刻楞房、地窨
子……雪乡故里白松车站民俗
村，原为林业木材采伐生产工
区，因地制宜以1:1模式还原林
业工人的生产生活场景，为游
客提供了绝佳的东北林区民俗
体验地。

双鸭山青山冰雪乐园内的
“青·山舍”民宿分为 18栋双拼
民宿和 4 座四合院民宿，涵盖
了中式风、韩式风、商务风，游
客可自由选择适合自己风格
的民宿。

“看，大熊猫在雪地打
滚儿呢！”在亚布力熊猫馆
里，随着小游客手指的方
向，憨态可掬的“国宝”思

嘉和佑佑，时而在雪地上打滚
儿、时而在雪中撒欢儿奔跑，玩
得不亦乐乎。游客们被逗得前
仰后合，不停拍照，冰雪游中还
能观赏“国宝”，这份惊喜诚意
十足。

光影交织的梦幻星空走廊、
亦幻亦真的时空隧道……夜森林
里一个接一个的惊喜不断呈现在
游客眼前。清河林业局悬羊岭夜
森林景区负责人朱瑞森说：“在夜
森林景点，游客可以切身体验到
夜游森林的梦幻感觉。”

民俗村 夜森林
龙江森工解锁冬季旅游新玩法

观鱼跃冰湖的震撼，赏千
里冰封的至美。近日，大庆连环
湖第五届冰雪渔猎文化旅游节
暨杜尔伯特第三届冰雪那达慕
活动开幕式的锣鼓声，打破了嘎
日迪景区晨起的静谧。好客的
杜尔伯特人用一场冰雪渔猎文
化盛宴，欢迎八方游客。杜尔伯
特冬季旅游“色香味”俱全：1月
24日前，游客随时可以来赏冰
雪、观冬捕、泡温泉、品鲜鱼，共
赏冬日美景，共享丰收喜悦。

深冬的连环湖，雪覆冰
封。随着机械轮盘的转动，千
米大网从冰湖内被徐徐拉起，
冰面上迅速泛起水汽，就在这
朦胧中，一条条大鱼突然跃起，
鲢鱼、鳙鱼、鲤鱼……大的有三
四十斤，最小的也在 5斤以上，

冰湖腾鱼壮观景象让到场游客
直呼过瘾。鱼把头李克文告诉
记者，今年首网捕鱼有望超过
20万斤。

当现代那达慕遇见冰雪，
它不再是过去简单的草原竞技
活动，已然成为一场集体育竞
技、民俗风情、民族文化为一体
的草原盛会。恢宏壮观的冰湖
腾鱼、热情欢快的民族歌舞、
刺激的冬泳表演赛，以及冰雪
龙舟赛、雪地风筝表演赛、越
野滑雪赛等冰上赛事渐次登
场，好戏连台。铁炉内熊熊燃
起的炭火，现场烤制着腌好的
牛肉大串、牛肉干，引得游客
纷纷前来购买品尝。熏鱼、鲜
鱼汤等特色美食，也在刺激着
人们的味蕾……

观冬捕 品鲜鱼
大庆连环湖冰雪渔猎文化旅游节引客来

□文/摄 本报记者 马一梅 李健

□文/摄 本报记者 赵吉会

→亦幻亦真的“时空隧道”。
↓民俗村的夜景美轮美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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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华盛顿 1月 7日电（记
者邓仙来 孙丁）美国东部时间 7日
凌晨，美国国会联席会议确认，拜
登赢得 306 张选举人票，当选下一
任美国总统。现任总统特朗普随
后发表声明，承诺政权交接将有序
进行。

6日下午，国会参众两院依照宪
法规定召开联席会议，统计并认证
2020年总统选举各州选举人团计票
结果。会议期间，部分支持特朗普
的示威者冲进国会大厦，与警方发
生冲突。议员随即被疏散，国会休
会。警方说，暴力事件造成 4 人死
亡，至少 14 名警察受伤，52 名示威
者被逮捕。

警方对国会大厦内部实施清场
后，联席会议于 6 日 20 时恢复。在

完成全部 50 个州的计票结果认证
后，以参议院议长身份主持会议的
副总统彭斯宣布，拜登当选美国第
46任总统，哈里斯当选副总统。

美国总统特朗普 7日凌晨发表
声明说，尽管他不同意总统选举结
果，但定于 1 月 20 日的政权交接将
有序进行。

华盛顿市长缪里尔·鲍泽 6 日
宣布，由于部分示威者可能将暴力
示威持续至 20 日当选总统拜登就
职，华盛顿公共紧急状态将延长 15
天。此前华盛顿已宣布于当地时间
6日 18时至 7日 6时实施宵禁。

美国总统选举实行“选举人团”
间接选举制度。选举人团由 538名
选举人组成，获得半数以上即至少
270张选举人票的候选人获胜。

美国国会正式确认
拜登当选总统

旅游节活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