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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大豆产业技术体系黑河
科技成果转化中心“伙伴行动”启
动，是迫切需要振兴大豆产业的一
个信号，更体现了国家大豆产业技
术体系把黑河大豆产业打造成全
国样板的决心。

“伙伴行动”启动后，由省内外
专家组成的各服务队立即深入黑
河市各县市区，指导今年大豆的春
耕生产。“多亏专家指导，要不我还
不着急整地，那就耽误产量了。”李
俊昌说。8日，国家大豆产业技术
体系嫩江工作队张玉先等专家来
到农户李俊昌的田间，这块地去年
是玉米茬，今年打算玉米插种大
豆。现场查看后，专家建议李俊昌
马上整地，有利于提高地温，而且
保墒。专家还对地块采样，进行土
壤检测分析，为李俊昌提供更为科
学合理的施肥比例、品种、数量。

国家大豆产业技术体系将和
我省农业部门和科研院所一道，构
建大豆从种到加工到餐桌的全产
业链的技术服务体系，黑河市将重
点培育家庭农场主、农民合作社负
责人和高校毕业生三类人才，推动
人才全面提升。

国家大豆产业技术体系将组建优质品种
推广、技术增产潜力示范、延伸精深加工产业
链、产业经济发展等共性技术团队，围绕大豆
产业，构建从播种、生长，再到收获、入仓，直
至进入生产线、摆上餐桌全产业链的技术集
成体系，引导农产品加工企业向黑河布局。

大豆振兴，黑河市深感重任在肩，黑河市
委市政府始终把大豆产业作为重要工作常抓
不懈。日前，黑河市深化与中国农科院合作，
拟建的中国农科院北方大豆研究中心项目，已
列入百大项目并紧张筹备。今年，黑河市谋划
大豆招商项目15个，计划总投入39.5亿元，延
长深加工链条，加快推进大豆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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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剑）黑河市
今年计划投资 3000万元，实施
50处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
工程建设，总受益人口 5000
人。据悉，爱辉区农村饮水安
全巩固提升工程已于近日开工
建设。

爱辉区农村饮水安全巩
固 提 升 工 程 计 划 总 投 资
702.83万元，工程建设内容主
要有新打水源井 1眼、建设井
房 1座、围栏 1处、铺设自来水
管网 43.68公里。该工程计划
今年年底前完工，将实现爱辉
区外三道沟村、外四道沟村、

头道沟村、松树沟村、坤河村、
老青屯、宋集屯村等 7个村屯
2400人受益。

目前，外四道沟村、外三道
沟村、头道沟村、宋集屯村等四
个村管网工程同时开始施工，
已完成管网施工 5000米。工
程建成后，将解决 7个村屯的
自来水跑冒滴漏等管网老化、
水质不稳定等问题，农村饮水
安全水平将得到进一步提高。

除爱辉区已开工建设外，
嫩江市已开展招标工作，计划
4月 20日开标，其他县市正在
进行招标准备工作。

投资3000万

农村饮水提升工程陆续开工

本报讯（陶月明 记者刘
剑）预计今年6月，一个可住宿
的红色培训教育基地将投入使
用。这个基地就是五大连池市
朝阳山抗联民宿项目，该项目
为黑河市级百大项目，今年复
工复产以来，五大连池市抢抓
黄金施工期，全力推进项目建
设进度。目前，土建项目部分
已基本完成。

五大连池市朝阳山抗联民
宿项目占地面积 21679 平方
米，总投资 4437万元，总建筑
面积9430.56平方米，其中包含
改扩建 17栋民宿，1栋综合培
训中心。项目建设完成后，可
实现 300人就餐，300人上课，

275人住宿的功能。这个项目
的建设填补了五大连池市无大
型红色培训教育基地的空白。
项目建成后，将为党员重温抗
联历史、追寻革命先辈足迹开
辟“红色之旅”，为提振党员干
部精气神，凝聚实干担当向心
力注入强大的“红色基因”，为
推动五大连池市经济高质量发
展提供强大的“红色动力”。

据介绍，目前民宿项目有
管理人员及施工人员 130人，
土建项目基本完成，即将进入
装饰装修阶段。该项目力争在
今年六月，培训中心和 5栋民
宿将投入使用，为建党 100周
年献礼。

五大连池

学住一体红色教育基地复工

本报讯（记者刘剑 邵晶
岩）自贸区黑河片区挂牌以来，
坚持以项目建设为抓手，加快
构建“6+N”跨境产业集群。今
年自贸片区共有黑河市级百大
项目 21个，总投资 69亿元，年
度计划完成投资 10 亿元，其
中，省级百大项目9个，总投资
25亿元，年度计划完成投资6.5
亿元。

开春即开工，自贸区黑河
片区成立项目建设推进专班，
挂图作战、加强督导、强势推
进，下大力气破解生产建设难
题，确保完成百大项目建设年
度建设任务。中小企业孵化基
地一期项目已完成成品库土建
基础，正在进行标准化厂房、原
料库等土建基础工程。互市贸
易产业园已开始部分厂房土建
施工，丰德恒泰粮油加工项目
正进行卸粮棚、厂房等主体工
程施工。跨境电商产业园、农
投远东粮食加工、中俄口岸跨
境物流枢纽等项目已开始场地
平整，利源达专用车生产线智
能化改造项目完成基础布线和
机器人订购。大桥桥头区起步
区基础设施项目完成兴边路主
体及配套管网等工程。

自贸区黑河片区按照全省
总体部署，梳理确定跨境能源
资源综合加工利用、绿色食品、
商贸物流、旅游、康养、沿边金
融六大特色产业集群。黑河市
与俄阿穆尔州达成共识，共同

推进“6+N”跨境产业集群，培
育跨境农产品加工、进口中药
材加工、跨境机电制造、跨境电
商和新业态产业等一批特色产
业。

2020年，自贸区黑河片区
重点项目开复工 24 个，完成
年度计划的 109.2%；招商引资
吸引投资 10.03亿元。编制招
商图谱，组织参加多场线上线
下招商活动，一批战略合作伙
伴入区投资，招商项目落地开
工。

目前，“6+N”产业集群已
粗具规模，国源豆业、农投远
东、丰泰粮油等农产品互贸加
工项目有序推进；维塔斯等企
业入驻进口中医药公共服务平
台；省内首家获得GMP许可企
业宝康医药试生产；新丝路跨
境木业胶合板、标准件、烘干加
工车间启动生产；中石油昆仑
集团、上海归尚能源启动前
期。跨境电商产业发展迅速，
目前已拥有国家级电子商务示
范园区、跨境电商零售试点城
市、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等平
台载体，通过整合保税物流中
心（B型）及互市贸易交易中心
功能，推进了 1210查验线和中
国邮政国际互换局等项目，形
成了“多仓联动”的国际供应链
条。在上海绿地全球商品贸易
港建立线下产品展示中心，架
起黑河与长三角地区企业间合
作交流的平台。

自贸区黑河片区

构建6+N跨境产业集群

互市贸易产业园项目正在进行标准化厂房基础施工。
本报记者 邵晶岩摄

系统化发展 综合效益提升 全产业链优化

打造现代大豆产业发展全国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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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冰激凌等大豆食品越
来越受到市场认可。

□文/摄 本报记者 邵晶岩 刘剑

一粒豆，千钧重。
大豆，粮油饲蔬兼用。2020年，我国大豆总产量1960万吨，进口大豆突破1亿吨，大豆已成为相对稳固

的国家粮食安全中相当重要的一项。黑河市去年大豆种植面积2172万亩，总产量284万吨，占全国逾1/7。
行业内这样评价黑河大豆的地位：中国大豆振兴看龙江，龙江大豆振兴看黑河。

4月7日，国家大豆产业体系黑河科技成果转化中心“伙伴行动”启动。稳固粮食安全，振兴大豆产业，提
升我国大豆国际竞争力，大豆行业“国家队”要倾力在黑河打造现代大豆产业发展成功案例。

“我们这个大豆冰淇淋，不
含反式脂肪酸，口味好还有利于
健康，每年链接创业者 500人。”
13日，在黑河市坤鹏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长张德坤介绍大豆
产品的优点。

而在嫩江市的黑龙江省德
朗福视频开发有限公司，正在将
大豆意大利面发往欧洲。

这些大豆终端产品，延伸了
大豆的价值，丰富了人们对大豆
食品的认知。黑河得天独厚气
候和土壤条件，造就了黑河大豆
脂肪稳定在18.4%～24%、蛋白在
35%～41.8%的黄金比例，大豆异
黄酮、卵磷脂等多项指标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具备开发功能型食
用大豆产业链的要素。延伸大
豆精深加工产业链，黑河市企业
开发了大豆冰激凌、大豆面条、
豆豉系列等健康休闲食品，77家
大豆深加工企业，设计加工能力
达231万吨。黑河市建立区域公
用品牌“极境寒养”，增强深加工
农产品品牌影响力，开拓销售渠
道。

近年来，黑河市大豆种植面
积占总耕地面积80%左右，种植面积大、大
豆品质好、种业体系完善、机械化率达99%
以上、毗邻俄罗斯阿穆尔州具有两个市场
两种资源……黑河市大豆产业形成了独特
优势。从育种到深加工是一个产业闭环，
黑河市统筹发展大豆产业，形成了育种、种
植、加工系统化发展的局面。

作为全国最大地市级大豆产区，黑河
市大豆产业一直受到国家相关部门关注。
2007 年，国家大豆产业技术体系刚一成
立，就把黑河作为重点任务研发基地和技
术服务目标区域。“十三五”期间，国家大豆
产业技术体系组织科研团队，构建了以院
士工作站为依托、以岗站团队为核心的科
技力量汇聚攻关模式，全国大豆科技优势
力量逆向流动、齐聚黑河。

黑河市创建北安市、五大连池市和嫩
江市 3个国家大豆区域性良种繁育基地，
带动全市良种繁育面积 222万亩，供种能
力 34000万公斤。45家大豆种子企业，拥
有自主知识产权品种 151个，繁育大豆品
种 190个，占我省大豆种子市场 50%以上
的份额，成为全国最大的大豆良种集散地。

“黑河大豆品质优势明显，近年来种植
技术和产量都得到了提升，我们将继续为
黑河提供全链条技术服务，为全国大豆产
业做出示范和应有的贡献。”国家大豆产业
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韩天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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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河大豆产业振兴，提
升种植、加工等环节的经营
收益，还存在哪些短板？对
此，国家和省内专家给出了
分析和对策。

“对黑河积温条件来
说，种植大豆效益不错，但
与大豆出口国相比，我们产
量不高。混种混销好大豆
卖不上好价格，这就影响了
大豆种植效益。”黑河市农
业综合服务中心研究员陈
树文分析大豆种植业存在
的问题时说。

去年，黑河大豆平均亩
产 130.7 公斤，单产还有较
大提升空间。对此中科院
副研究员、国家大豆产业技
术体系海伦综合试验站站
长邹文秀建议，用翻耕方式
和秸秆还田耕作模式，提高
土壤有机质，提高大豆产
量。

在销售方面，专家建
议，打造具有黑河地理标识
的“黑河大豆”品牌，增加大
豆就地深加工转化能力，让
好大豆卖出好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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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行动”启动。

东北农业大学教授陈海涛(右)在
嫩江市塔溪乡塔丰村指导农户秸秆还
田技术。

在现场我我

为提升快速处置森
林火灾扑救能力，爱辉
区森林消防专业大队大
岭中队开展春季森林防
灭火实战演练，演练以
常规灭火、大型装备灭
火、以水灭火为主。

实战演练 检 验 了
队伍使用各种扑火装
备和各分队协同作战
及紧急避险能力，有效
提升了全体指战员战
术能力，为今后应对突
发森林火灾有效处置
打下坚实基础。

本报记者 刘剑摄

直击爱辉区森林防灭火实战演练直击爱辉区森林防灭火实战演练

中俄首条跨境索道开始桩基施工中俄首条跨境索道开始桩基施工

世界首个国际跨境索道——
黑河—布拉戈维申斯克跨黑龙江
(阿穆尔河)索道项目，近期俄罗斯
布市方面已进入桩基施工建设阶
段，黑河市也已开始施工，标志着
中俄首条跨境索道工程取得实质
性进展。设计运行速度为 12 米/
秒，每小时单向运输能力达 1788
人，年设计运输能力为 250 万人。
项目投用后，将解决两国边境冬走
浮桥、夏乘轮船、春秋乘坐气垫船
的不便，单次过境时间缩短至 10
分钟以内，进一步加快了中俄两国
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对推动共
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

宗铁摄

□文/摄 本报记者 刘剑

“哒哒哒”，巨大的长螺旋钻
机正在卖力地钻向地下，伴随着
机械低沉而有节奏的声响，自贸
区黑河片区中小企业孵化基地
一期项目宿舍楼的桩基打孔作
业又完成了一个。与此同时，一
旁的公共成品库施工建设区域，
高大的塔吊也在轻盈地旋转，有
条不紊地完成建筑材料周转。
近日连续降雪，记者来到自贸区
黑河片区中小企业孵化基地一
期项目工程施工现场。

施工单位中冶建设高新工
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该项目总工
程师陈彦坤告诉记者：“长螺旋钻
机高20多米，由工人分两班24小
时不停打孔作业，打孔需向地下
钻 15米深度。每天大约能完成
50个，像宿舍楼桩基施工需完成
打孔 150个，大约三天就可以完
成桩基部分的打孔、放置钢筋笼、
浇筑混凝土等工作。目前，宿舍
楼区域已完成桩基施工的九成工
作。”

在公共成品库施工区域，工
人们正在抓紧进行一层柱的钢
筋绑扎，木工师傅正忙着对基础
梁的拆模工作。几座塔吊在空
中“盘旋”协助作业，整个施工场
地节奏显得格外紧凑且有条不
紊。

该项目工程负责人刘雄军
向记者介绍说，整个项目包括两
个成品库、四个标准化厂房、宿
舍楼、业务服务楼和配套附属用
房等几部分。目前，成品库区域
已经开始施工，业务服务楼桩基
施工也已完成，公共进口原料库
区域已经完成地面清表。计划
将于今年 10月前完成四个标准
化厂房建设，实现企业入驻。目
前，四个标准化厂房都已开始施
工，1号和 2号厂房区域已完成
冻土层清理和场地平整，3号和
4号厂房正在进行基础施工。业
务服务楼、配套附属用房等也都
陆续投入建设。整个一期项目
占地面积约为 9.48万平方米，总
建筑面积 7.14 万平方米。该项
目主体部分于今年底完成，全部
工程将于 2022年 10月底竣工。

自贸区黑河片区建设局局
长王建新介绍，中小企业孵化基
地一期项目是黑河市重点工程项
目之一，项目建成将为孵化对象
提供更好的创业培训、经营管理
指导、创业项目推介和创业信息
咨询等专业化服务，对推动自贸
区黑河片区及黑河市多方面发展
和人口就业有着良好的促进作
用，对加快建设跨境产业集聚区
和边境城市合作示范区，以及打
造沿边口岸物流枢纽和中俄交流
合作重要基地具有重要意义。

战风雪抢工期
黑河企业孵化基地厂房
10月投用

黑河企业孵化基地厂房一期
项目建设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