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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带你看项目

他山之石

看板招商

“基金”需要一个“池”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副秘书长房志，

今年6月来到黑龙江，对黑土地保护情况做
了调研。他对什么是黑土地环境保护基金
做了详解。

他说，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是环保部
主管、民政部登记注册的中国第一家专门
从事环境保护事业的 5A级公募基金会，其
工作是围绕国家环境保护中心工作开展基
金募集。黑土地环境保护基金，是由中华
环保基金会和黑龙江省环保志愿者联合会
联合发起，拟邀请黑龙江省内外企业共同
参与的一个公益基金。成立黑土地环境保
护基金，是保护“耕地中的大熊猫”的一项
实际行动。黑龙江省是黑土地的重点保护
核心区，理应率先做好这项工作。

作为黑土地环境保护基金的牵头单
位，黑龙江环境保护志愿者联合会承担了
向基金池募集资金的重任。代会长张彦林
说，黑土地保护与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以
及乡村振兴战略有着密切联系，尽管这几
年国家逐年加大了黑土地保护的资金投
入，但是由于黑龙江省黑土地幅员辽阔，投
入的资金还是有很大缺口。建立黑土地环
境保护基金，通过广泛的动员和运作，吸纳
国内外企业、组织和个人的慈善赞助资金，
可以组织专家设计更精准的黑土地保护项
目，建设更多的黑土地保护工程。

张彦林说，在我国，有关环境保护的基
金很多，但是涉及黑土地环境保护的却很
少，成立黑土地环境保护基金，对推动企业
和公众广泛参与黑土地保护工作将起到重
要作用。

让“活水”流向黑土地
近年来，我省十分注重黑土地保护利

用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在加强高标准
农田建设、水土流失治理、秸秆还田、轮作
休耕试点、耕地修复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工
作。

省生态环境厅宣传教育处处长吴殿峰
说，我省对黑土地保护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对保护黑土地土壤修复设立了试点区域，
采取农业耕作减少农药的使用、大力推广
秸秆利用、做纸质地膜等办法，推动保护黑
土地工作的实施。他说，做大做强环保公
益组织十分必要，省生态环境厅对成立黑
土地环境保护基金项目给与支持，希望能
有更多企业参与基金建设，也希望省环保
志愿者联合会制定好项目发展方向。

省农垦科学院二级研究员、黑土地保
护项目研究专家马守义谈到黑土地保护时
说，保护黑土地的最好办法就是秸秆覆盖
还田，未来在黑龙江要大力推动秸秆30%覆
盖、50%~60%还田。吉林梨树的黑土地保
护做得非常好，目前那里已经达到秸秆50%
~60%覆盖还田。另一个保护方法是少耕和
免耕，在黑龙江要做以深松为主的少耕，不
提倡免耕。还有一个方法是轮作，这是减
肥减药的最好措施。当然，这些做起来都
需要资金支持，成立黑土地环境保护基金
来支持这些方法的实施，十分必要。

黑龙江省黑土保护利用研究院副院长
高洪生研究员说，黑土地保护工作第三轮
启动的主要工作是保护性耕作措施，黑土
地环境保护基金项目可以围绕秸秆还田、
保护性耕作措施等项目进行支持。他建
议，要选择典型黑土区土壤侵蚀中风蚀、水
蚀开展保护性耕作，将项目与小流域综合
治理融合，长期治理、长期观测，获得系统
性观测数据。黑土地环境保护的核心是
土、水、气三界的环境与生态平衡问题。黑
土地环境保护基金支持的项目一定要具有
长期性、系统性和长效性。

多渠道募集 多通道使用
王涛是黑土地环境保护基金项目组负

责人，针对企业如何投资黑土地环境保护
基金的一些问题，做了解答。

他说，黑土地环境保护基金的应用范
畴，一是将围绕乡村振兴，推动黑土地产业
开发、产品升级，做“农头工尾”“粮头食尾”
项目，推动东北地区一二三产业的深度融

合。二是通过黑土地科技成果转化和应
用，推动品种改良，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
三是开展黑土地安全风险预防和评估，进
行黑土地破坏案件的公益诉讼。四是开展
黑土地污染防治，推动黑土地动物多样性
物种的研究和保护。五是开发黑土地旅游
资源，推动东北地区旅游产业发展。六是
通过推广秸秆还田和土地轮作休耕以及新
技术应用，开展黑土层修复，改良作物生长
环境，促进粮食增收。

他介绍，黑土地环境保护基金的创新
募集方法有四种渠道，一是利用基金会影
响在国内外募集资金。二是采取多种方
式，向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进行募集。三
是运用各类电商平台，通过直播带货、网红
公益宣传以及个人、组织认购等形式，进行
募集。四是通过策划一些公益活动带动募
集。

成立基金 带来机遇
张彦林说，黑龙江的黑土地面积占全

国黑土地面积的 45.7％，但是黑龙江的黑
土地保护观念和行动力需要学习吉林省，
吉林梨树模式是值得认真研究的。在黑龙
江省率先建立黑土地环境保护基金，具有
重大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建议政府有
关部门给予足够的重视和支持，也希望龙
江的企业和公众充分利用这次机会，把黑
龙江黑土地这张名片叫得更响。

他说，企业投资公益基金，可以让企业
的公益形象和品牌得到提升；企业可以参
与黑土地保护的重大项目，并有政府背书；
基金的发起企业，有参与黑土地环境保护
项目的优先权，可以以此达到放大项目投
入资金的作用。

记者了解到，作为发起单位，企业捐赠
的原始基金可以作为本企业用于黑土地环
境保护相关项目的使用资金。根据《关于
公益性捐赠支出企业所得税税前结转扣除
有关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15号文件规
定，企业捐赠给基金的资金可以抵税。

基金有大池 谁来注活水？
企业投资黑土地环境保护基金可多重受益

黑龙江的黑土地占全国黑土地面积的45.7％，其中典型黑土耕地面积占东北
典型黑土耕地总面积的56.1％。加强黑土地保护利用工作，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和生态安全，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促进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提升
农产品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长虹

不久前，在黑龙江省环境保护志愿者
联合会的一间会议室里，一个关于黑土地
环境保护的座谈会在紧张热烈的气氛中进
行。参加者有中华环保基金会、黑龙江省
生态环境厅、省环境保护志愿者联合会相
关负责人，有黑龙江省农垦科学院、黑龙江
省黑土保护利用研究院、东北农业大学的
专家学者，还有企业家代表和法律界人
士。与会者三个多小时的发言和热烈讨
论，其关键词是“黑土地环境保护”，另一个
频频出现的热词，是“环保基金”。

回顾这次会议努力达成的成果，黑龙
江省环境保护志愿者联合会代会长张彦林
说：“一个开端，很好的开端。大家为募集
黑土地环境保护基金做了一个‘会诊’，态
度都很明确，那就是支持。”

招商新观察

张彦林张彦林

秋收过后的黑土地。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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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孙伟民

项目优势：密山是全国100个商品粮基地县之一，
域内耕地面积 500万亩，绿色及无公害食品种植面积
400万亩，登记注册农产品商标102个。2016年密山市
属玉米种植面积156万亩，产量78万吨。其中，半胶质
玉米种植面积101.4万亩，产量49万吨，主要品种有鑫
鑫 1号、金庆 708。粉质玉米种植面积 54.6万亩，产量
29万吨，品种有龙单68、赛玉529。

项目选址：鸡西市密山经济开发区
建设内容及规模：项目计划用地20000平方米，规

划总建筑面积 8000平方米。购进国内先进乙酸乙酯
生产线 2条，年加工 70万吨玉米，年产 20万吨乙酸乙
酯。主要建设生产车间、原料库、办公大楼、仓库等其
他辅助用房。

投资估算：8.1亿元。
项目效益分析：项目达产后，年可实现项目销售收

入11.6亿元，利润2.3亿元，预期投资回收期为4年。
联系人：鸡西市商务局
招商热线：400-168-9016

密山市年产
20万吨乙酸乙酯项目

□刘健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李民峰

冲刺三季度，决战四季度。
大庆市锚定“争九保八”全年目
标，出台《大庆市“五类”产业项目
包联促进工作方案》，坚持问题导
向、结果导向，从 152个新招商的
亿元以上项目和 130个亿元以上
已落地产业项目中，筛选出投资
规模较大、具备较大潜力的 55个
项目，实施领导包保重点推进。

“五类”项目全部为工业项
目。其中签约未开工亿元以上项
目 11个，涉及江苏汉光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17.5万吨/年化工新材料
项目、大庆华垣化工有限公司 40
万吨/年乙烯裂解副产品综合利
用项目等。计划 9月到 11月开工
的5亿元以上新建项目，包括黑龙
江新产业投资集团龙江化工有限
公司聚碳酸酯联合项目、新仕达
（黑龙江）科技化学中间体项目等
6个项目。已开复工的投资5亿元
以上、省百大项目投资完成率不
足80%、市重点产业项目投资完成
率不足 50%的在建类项目共 14
个，计划今年建成投产的亿元以
上项目共 15个，去年以来已经投
产转企有望在 8月底到 12底新入
规的亿元以上项目共9个。

在 55个项目中，大庆油田有
限责任公司合作开发页岩油项目
（2021 年）、大庆海天烷烃综合利
用项目（一期）、华能大庆清洁能
源有限公司大庆市经开区能源互
联网试点项目、黑龙江林甸牧原
农牧有限公司生猪养殖、饲料加
工及肉食品一体化项目等12个重
大项目，由市政府领导直接包保，
其他项目由县区领导和市直部门
领导双重包保，严格落实“三个实
行”工作措施。

此外，还以“五个百分百”目
标考核，即新建类项目开工率和
建成投产类项目按期投产率两项
指标确保 100%，签约类项目落地
成功率、在建类项目投资完成率、
转企入规类项目晋规率三项指标
力争实现 100%，千万百计促进项
目落地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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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江招商记者帮办热线
服务热线 18345161500
生态·环保 17800590667
文化·旅游 17800590668
金融·财税 17800590669
社会保障 17800590670
工业·民企 17800590671
商务·营商 17800590672
农业项目 17800590673
投诉监督 17800590674
土地·交通 17800590675
科技·教育 17800590676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孙昊 朱云峰

齐齐哈尔，黑龙江省西部区域中心城市，
“一带一路”“中蒙俄经济走廊”重要节点城市，
2020年该市经济总量为1200多亿元，财政收入
150 多亿元。今年以来，齐齐哈尔市在省内外
各个招商推介会上，在吸引投资商时重点突出
四大重点产业。近日，齐齐哈尔市副市长姚卿
详解了齐齐哈尔市重点产业发展和招商方向。

姚卿说，面向“十四五”，齐齐哈尔在东北振
兴的征途上聚焦重点产业，向装备制造、食品加
工、生物医药、新能源四个“千字号”产业集群集
中发力，全市将聚焦系统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在
这四大领域寻求战略合作。

把精密化作为主攻方向，打造千亿级装备
制造产业集群。抓住齐齐哈尔高新区被确定为
全国精密超精密制造产业基地这一机遇，重点
引进精密超精密部件、精密铸锻造、精密数控机
床、精密超精密光学仪器、材料、检测设备、刀

具、热处理能力8大领域项目，建设千亿级装备
制造产业集群。

把厨房化作为主攻方向，打造千亿级绿色
食品产业集群。依托“粮”“食”、“粮”“药”、“肉”

“食”、“奶”“乳”、特色农畜产品开发“四个一体
化”发展趋势，在农产品加工产业链上，重点引
进大豆精深加工、马铃薯淀粉及制品、蔬菜食用
菌加工、方便食品、膨化食品、发酵类调味品、酒
类、饮料制造等企业，集中发展中央厨房产业。
在畜牧产业链上，重点引进生鲜制品加工、熟食
制品加工、高档肉牛规模化养殖加工、A2奶牛
生产，打造全国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生产供应基
地，建设千亿级食品加工产业集群。

把生物化作为主攻方向，打造千亿级生物
医药产业集群。依托富裕益海嘉里生物医药产
业园、讷河华瑞医药产业园、昂昂溪化工园所生
产的中间体和原料药，重点引进新型药物研发
生产、疫苗研发生产、动物专用抗菌原料药生
产、新型药物研发生产项目，并且大作中医药产

业文章，重点发展防风、赤芍、黄芪等道地药材
规模化种植和中成药产业，打造全国闻名的原
料药基地和中药材生产集散基地，建设千亿级
生物医药产业集群。

把能源化作为主攻方向，打造千万千瓦级
新能源产业集群。围绕“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以建设可再生能源综合应用示范区为牵动，依
托中国一重上电、中核集团、国电投风电整机装
备项目，重点引进风电装备、光电器材和上下游
产业链生产项目，打造绿色低碳发展新优势。

姚卿说，齐齐哈尔市在旅游康养领域将依
托生态优势，重点引进农业观光、度假康养、休
闲娱乐等于一体的生态旅游、康养型企业，合力
打造生态旅居康养品牌城市。

齐齐哈尔 四个“千字号”寻求战略合作

“贵人服务”
资源利用最大化

1月至8月，贵州省引进产业项目
4732个，同比增长 9.9%，已开工 4472
个，开工率 94.5%；其中，2023个已投
产，投产率 42.7%。产业招商取得较
好成效。

贵州省投资促进局的招商经验
是：扎实做好“两图两库两池”“五库一
图一方案”等基础工作，进一步抓好招
商资源的寻觅工作，让更多招商资源
在贵州落地；与各相关单位部门的合
作，共同谋划更多的项目；用好省工商
联、省妇联、团省委等群团组织联系企
业、联系项目的优势；用好熟悉的传统
资源，将资源利用最大化。

贵州省产业大招商工作领导小组
负责人表示，未来还会为企业提供更
多的政策保障，尤其是坚持“贵人服
务”理念，让企业在贵州投资能够安
心、放心、省心、舒心，让更多的企业真
正够感受到贵州在减时间、减环节、减
流程、降成本方面带来的便利，使成本
要素成为吸引企业家的源泉。

来源：中国新闻网

实行“一包三帮”：每个项目确定包保领
导，帮助兑现政策，帮助企业纾困解难，帮助
项目早日建成达产。

实行“三送一强”：银企对接解决融资问
题，产销对接解决市场问题，产业链对接解决
企业发展问题，主动为企业送政策、送要素、
送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信心。

实行“一图一表一专班”推进机制：紧盯
重点环节，绘制一张流程图谱，明确目标责
任；建立一套问题台账，实行销号管理；组建
一套推进专班，实施调度机制，现场解决企业
面临难题。

三个
实行

密山市经开区。

牡丹江VC·产业园
当年建设
当年招商
当年受益

冯婧懿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