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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紫苏 大产业

在鸡东县东南部凤凰山林场靠湖的坡
地上，一大片紫苏散发着奇特的芳香。再过
几天，它们便会被割倒，晾晒后就地脱粒，随
后被运往鸡东县黑龙江珍爱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进行加工。

在珍爱公司一尘不染的生产车间里，工
人们正在检修机器，为今年第一批紫苏子进
厂做着最后的准备。

珍爱公司总经理俞鲲鹏告诉记者，紫苏
全身是宝，特别是它的种子中含大量油脂
（出油率高达 45%左右），还含有蛋白质（含
量高达 25%）、谷维素、维生素 E、维生素 B1、
缁醇、磷脂等营养物质。

俞鲲鹏告诉记者，明年，该公司打算投
资建设一条益生元生产线。届时，公司将有
紫苏油、紫苏蛋白、紫苏低聚肽和益生元 4
大系列产品；未来，公司还将利用东北大豆
作为原料生产人造肉等产品，开发大豆产业
链。

为了保证企业生产原料的供应，珍爱公
司的兄弟公司黑龙江八福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在鸡东县的凤凰山林场、联合林场、西南
岔林场、宝泉林场和平房林场等 5个林场辟
建了 4.96万亩的原料种植基地。今年，种植
紫苏 3.04万亩，种植大豆 1.92万亩。未来，
基地的面积还将扩大。

这些基地，还为当地农民和林场职工提
供了就业机会。今年，基地雇用了 54 名当
地农民从事紫苏的种植与管护工作，在农忙
时还临时用工 5000余人次。基地给他们开
的工资达 260余万元。

优质米 新方向

鸡东县鸡林朝鲜族自治乡是该县的水
稻主产区。眼下，田里的水稻已接近成熟，
在微风的吹拂下，泛起金黄色的稻浪。

鸡东县华冠米业有限公司位于鸡林乡
政府所在地鸡林村。一走进公司的制米车
间，长长的稻米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把稻
谷吃进去，吐出来晶莹剔透的大米。“现在每
天的大米产量有 260 多吨。我们是常年生
产，产销一直两旺。”华冠米业总经理王万锋
告诉记者。

王万锋戴着近视镜，说话逻辑性强。生

于河北省的他硕士毕业后曾在国内某大型家
电企业做过大区销售管理。2016年，他和妻
子来到她的家乡鸡东县，成立了华冠米业。

王万锋精于销售和管理。几年下来，华
冠米业成为我省农业产业化省级重点龙头
企业。其占地面积 4万平方米，有固定员工
38人，产品销售网络遍布全国 15个省 70个
大中城市。去年，该公司销售大米 3.3万吨，
营业收入 1.8 亿元。在鸡东县 47 家大米加
工企业中，产值、效益一直名列前茅。

王万锋告诉记者，他的目标是以华冠米
业为依托，把鸡东大米打造成与五常大米、
方正大米一样齐名的优质大米。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去年，华冠米业以
鸡东县向阳镇古城村为核心，采取公司+基
地+科研单位的模式，投入资金 300多万元
流转农民土地，建立了一个面积 2000 亩的
优质水稻种植基地，种上了与省内一家水稻
科研院所共同研发的高产、优质、安全的水
稻良种。

华冠米业的水稻种植基地内实现了
“八化”，即统一品种优质化、浸种催芽智能
化、大棚育秧工厂化、测土施肥科学化、插秧
规格合理化、绿色植保无害化、节水灌溉程
序化、生产全程机械化。

望着丰收在即的水稻，王万锋的脸上露
出了笑容。有优质稻谷作保障，王万锋“打
造优质大米、创造知名品牌”的梦想离现实
越来越近。

养殖业 全闭环

“我现在有饲料厂和养猪场，未来我还
要建一个食品厂，并与合作社、农民合作一
起种绿色有机苞米为我的饲料厂和猪场提
供原料。那时可以实现玉米产业链的闭环
发展。”说这话的是鸡东县三德牧业有限责
任公司总经理倪志安。

2013年，已有一些资本积累的倪志安收
购了鸡东县博旺饲料有限公司。在他的带
领下，这家公司装配了一条年产能 24 万吨
的饲料生产线，并配建了烘干塔和粮仓。倪
志安特别重视销售和售后服务，每开发一个
用户，他派厂内专家上门指导饲养方法，以
确保养殖户把养猪成本降到最低。

2016年，倪志安成立了鸡东县三德牧业
有限责任公司，2017年在该县的向阳镇和哈
达镇建设了养殖场。几年下来，该公司现有

存栏母猪 1.5万余头，到明年底，年可繁育、
出栏商品猪 30万头。

三德牧业不但向农民提供了 300 余个
就业岗位，还开展“企业+农户”代养模式试
点，带动了鸡东县一大批农民投入到生猪养
殖中来。

为了保证绿色、有机玉米原料的供应，
眼下，三德牧业正在与周边的农民及玉米种
植合作社洽谈，打算采取企业+合作社+基
地的方式一起种植绿色、有机玉米。三德牧
业可以向合作方免费提供猪粪等生态有机
肥，鼓励农民种植纯绿色、有机玉米，然后公
司以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收购，用于生产饲
料和饲养生猪。

明年，三德牧业打算新上一个年可屠宰
生猪 100万头的食品加工厂项目，并实现屠
宰、深加工、冷链物流一体化建设，向消费者
提供绿色、有机的高品质猪肉。

大苞米 变燃料

在鸡东县永安镇的黑龙江鸡东经济开
发区化工产业园内的一角，一个年产 30 万
吨燃料乙醇项目已初具模样。

该项目总投资 16.06亿元，年加工转化
玉米 92万吨，年产燃料乙醇 30万吨和酒糟
蛋白饲料 27.2万吨。投产达效后，年可实现
营业收入 22亿元，利税将超 1亿元，可创造
300余个就业岗位。

项目承建单位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东北公司鸡东乙醇项目经理宋玉岭告诉记
者，目前，项目土建工程已完成 90%，其中主
体结构完成 100%，正在进行装饰装修和道
路等收尾工作，预计 9月末机械竣工，10月
末则具备投料试车条件。

该项目是鸡东县实施“农头工尾”战略
的重要举措，可有效转化本地及周边县市的
玉米，可有力推动农业产业发展和资源型城
市转型。

“鸡东县今年 90 万亩玉米约产粮食 50
万吨。30万吨燃料乙醇项目达产后，将把鸡
东县及周边县市的玉米消化掉。”鸡东县农
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吕良臣说。

接下来，鸡东县将重点打造玉米、水稻、
紫苏和肉类 4个优势产业，积极培育中药材、
蔬菜、小杂粮和山野菜 4 个特色产业。到
2025 年，该县农产品加工转化率力求达到
75%以上，规上农产品加工企业达到 15家。

本报讯（刘吉盛 陈敏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孙伟
民 刘柏森）近日，全省 2020 年度营商环境评价报告出
炉，虎林市在评价的 15项一级指标中有 10项高于参评县
(市)平均值，综合得分处于全省前列。

在借鉴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国家发改
委评价指标体系、部分学术研究机构和管理咨询机构发
布的指标体系基础上，评价团队以国家和《黑龙江省优化
营商环境条例》为基础，从衡量企业生命周期、区域投资
吸引力和政府服务与监管等三个维度出发，设计了我省
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包含 3个维度、21个一
级指标和 101个二级指标。评价的时间区间为 2019年 5
月 1日到 2020年 10月 31日，评价对象为全省 13个市(地)
及其各自推选的一个县(市)。

虎林2020年度营商环境
评价得分处全省前列

□赵鸿涛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孙伟民 刘柏森

今年以来，密山市先后上马了老旧小区
改造、第二热电厂、新净水厂及配套管网等
民生项目建设，以进一步提高市民的幸福指
数。

眼下，3个项目的建设者们正抓住天气
晴好的有利条件，加班加点，抢在入冬前完
成预期目标。

44个老旧小区改造9月底完成

密山市密山镇光复路上的市运输公司
家属楼，被粉刷一新，远看像座新建的楼
房。由于改造已基本完成，建设工人们正在
拆除脚手架。

密山市运输公司家属楼建成于上个世
纪 90 年代。由于年久失养失修，该小区楼
房四处漏雨漏风、小区环境脏乱差，居民居
住体验比较差。

今年，该小区与另外 43个 2000年以前
建设的老旧小区一起，被列入密山市老旧小
区改造计划。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制定
了 2021 年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总体实施方
案，通过公开招标方式，从今年 5月中旬起，
开始对 44 个老旧小区进行了改造，涉及改
造 57栋楼，受益居民 3596户，面积 32万平方
米。

目前，57 栋住宅楼正同步进行楼体保
温、楼顶防水和外墙喷漆施工中。下一步，
建设单位将对小区进行路面硬化处理、绿化
和亮化。

密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一名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44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预计于
9月末完工。

热电厂主厂房基础工程已完成

在密山市朝阳热电厂北侧有一处建筑
工地内，机器轰鸣，工人们正紧张而有序地
抢工期，抓进度，以确保完成今年的工程建

设的预期目标和明年年底前全部完工。
密山市第二热电厂项目占地面积 3 万

余平方米，总投资 3.05亿元，将新建 1台 300
吨/小时的高温高压蒸汽循环硫化床锅炉和
1台 50兆瓦高温高压背压式汽轮发电机组，
项目建成后可增加供热面积 300万平方米，
年新增发电量 1亿 5500万度。该电厂投用
后，将大大提升密山市中心城区供热质量，
让居民在冬天住上暖屋子。

负责建设该电厂的密山市朝阳热电有
限公司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电厂
的土建施工已完成了主厂房 8.0m 层 B-D
轴支模，主厂房 A-D 轴 4.0m 层、主厂房承
台施工、主厂房回填土、主厂房基础柱施
工、主厂房设备基础砌筑施工均已完成
100%，电除尘、渣仓承台、基础柱施工及生
消石灰仓 2.8m 层混凝土浇筑已全部完成，
项目电力接入和施工图设计等工作也正在
进行中。

净水厂明年4月投入运营

密山市新建净水厂建设现场也是一片
忙碌，高大的塔吊吊臂来回摆动，吊绳忽上

忽下地运送着钢筋等建筑材料。
连日来，密山市加快推进工程建设和管

网铺设，确保项目早建成让群众早受益。
去年 10份开工建设的密山市新建净水

厂项目由密山市双康城市供水有限公司投
资建设，项目总投资 3.14亿元，内容包括：建
设日处理能力 4.4 万立方米的净水厂 1 座、
铺设直径 1000毫米输水管线 17公里、直径
500～800毫米配水干线线路长约 20公里。

该公司建设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到目
前，净水厂厂区主体工程已基本完成，输水
管线完成 13公里，配水管线完成 5公里；下
一步将进行净水厂工艺设备安装，并争取早
日完成输配水管线的铺设；项目明年 4月份
便可开始投入运营。

该供水工程的投入使用，将结束密山市
城区居民长期饮用地下水的历史，喝上兴凯
湖的水。

密山重点民生项目建设忙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孙伟民 刘柏森）9
月 17日，鸡东县举行 2021年度新兵入伍欢送仪式。34
名鸡东好男儿承载着家乡父老的希望和嘱托，启程奔赴
军营。

当日 9时许，在县人武部门前，朝气蓬勃、意气风发
的入伍新兵身着戎装、胸带红花，英姿飒爽、整装待发，一
张张年轻的脸庞上，写满了对军旅生活的憧憬和向往。

鸡东欢送34名新兵入伍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孙伟民 刘柏森）近日，国家级旅游专
家组一行抵达密山市，对新开流、白鱼
湾、当壁镇 3个景区打捆创建兴凯湖省
级旅游度假区进行评定，并对密山市
北大荒书法长廊、兴凯湖当壁镇景区 2
个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进行评定性复
核。

专家组先后来到了北大荒书法长
廊、农垦兴凯湖当壁镇景区、白鱼湾镇
湖沿民宿旅游村和兴凯湖新开流景
区，对景区的环境建设、客服中心、旅
游厕所、旅游标识、旅游经营管理、旅
游安全、旅游服务等方面进行了全面
复核检查。专家组对兴凯湖省级旅游
度假区创建和北大荒书法长廊、兴凯
湖当壁镇景区 2 家 4A 级旅游景区标志
化建设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据介绍，下一步，密山市将持续对
4A 级旅游景区的达标建设、管理与服
务、安全与卫生、住宿与餐饮、参与项目
投入、活动创新、智慧旅游等方面进一
步完善和提高，努力实现旅游高质量发
展，满足游客更高层次的旅游需求。

密山两景区
获国家级

旅游专家组好评

本报讯（黄新星 付佳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孙伟民 刘柏森）秋收在即，
密山市开展了“金秋季 畅通行”城乡道
路修缮治理大会战。

近期，在密山市各乡镇通往村的主
干道上，多台大型机械正在紧张有序地
进行路面铺设作业，大型平地机对“沙
质”路面和混凝土路面的路肩进行整平。

会战中，仅太平乡核心村就使用钩
机垫路肩，投入资金 24400元，维修农田
路 2.3 公里，投入资金 15750 元；庄内村
动用大小钩机三台，翻斗车六辆，农用拖
拉机 28辆，修建农田路 4.6公里，投入资
金 36000元；连珠山镇沙岗村修缮道路 8
公里。

在密山城区与密兴高速路接轨处有
一段路地势低洼、坑凸不平。在此次会
战中，经过 5天奋战，将坑洼路面修缮成
水泥路。

密山开展
“金秋季 畅通

行”大会战

本报讯（陈敏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孙伟民 刘柏森）
近日，虎林市被定为全国水稻绿色高质高效行动示范县。

为在更大规模、更高层次开展绿色高质高效行动，省农
业农村厅、省财政厅决定在全省建设全国粮油(经济作物)绿
色高质高效行动示范县。经过专家评审，全省有 23 个县
（市、区）被确定为全省建设全国粮油(经济作物)绿色高质高
效行动示范县，虎林市被定为全国水稻绿色高质高效行动
示范县之一。

近年来，虎林市一直坚持以绿色理念指导农业现代化
发展，通过打造绿色科技园区、推广绿色技术模式、发展绿
色食品加工，走出了以绿色现代农业带生产、促加工、富农
民的绿色生态农业发展之路，建设了水稻绿色高标准示范
园区11个，带动142万亩水田实现绿色高效种植。

虎林被定为全国水稻
绿色高质高效行动示范县

本报讯（刘吉盛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孙伟民 刘
柏森）近日，农业农村部官网发布了拟认定第二批全国乡
村治理示范村镇候选名单公示公告，虎林市虎头镇虎头
村入选全国 100个乡（镇）和 1000个村名单。

近年来，虎头村通过新增资源有偿使用，集体资源对
外发包、争取项目扶持资金等形式，推动村集体经济稳步
提升。特别是依托国家 5A级旅游区的发展热潮，鼓励农
户利用闲置资源开办家庭旅馆、民宿、农家乐、渔家乐、水
上乐园等，增加收入同时进一步提升了村民的幸福感和
满足感。

虎林虎头村入选第二批
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名单

仪式现场。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柏森摄

乡村道路修缮现场。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柏森摄

收割金黄的水稻。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柏森摄

鸡东 舞动产业龙头 提速乡村振兴

□文/摄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柏森

一段时期以来，鸡东县立足县域内农业资源
优质、丰富的优势,全力扶持做大做强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截至目前，该县市级以上产业化龙头
企业已达 12家，其中，国家级 1 家、省级 4家、市
级7家。

金秋 9月，记者走进鸡东县的几家龙头企业
和在建农业产业化项目，去探究它们在农民增收、
乡村振兴上的拉动性作用。

虎林市政务服务中心。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柏森摄

虎头村远眺。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柏森摄

珍爱生物科技公司外景珍爱生物科技公司外景。。

正在建设中的密山市第二热电厂。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柏森摄

华冠米业生产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