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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兰特产组团打响地域品牌

本报讯（刘玉嫱 黑龙江日
报全媒体记者赵宇清）近日，黑
龙江省民协“英才计划”剪纸创
作班暨方正县非物质文化遗产
剪纸传承人培训班在方正县举
行。省内 17 名剪纸艺术家及
方正县 13 名剪纸传承人参加
了培训。

本次培训班旨在为黑龙江
剪纸艺术进一步发展，为剪纸艺

术家及中青年创作者提供交流
切磋的机会。在培训中，哈尔滨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
老师为大家详细介绍了百年来
方正剪纸艺术的发展历程与人
文环境，让大家对剪纸艺术的传
承有了更深的了解。大家还共
同欣赏了剪纸爱好者的艺术作
品，分析作品中的构图、巧思与
技法，切磋技术、取长补短。

方正
剪纸创作班弘扬“非遗文化”

本报讯（刘玉嫱 黑龙江日
报全媒体记者赵宇清）21日，方
正县第一中学“巾帼助学图书
馆”启动仪式在方正县政务服
务中心四楼会议室举行。巾帼
助学图书馆由省女企业家协会
捐建，旨在让县乡村的孩子可
以读到最新的适龄书籍，感受
到读书带来的力量。

据介绍，此次捐建活动是
黑龙江省女企业家协会响应

“全民阅读”强民号召的具体举
措。协会捐建“巾帼助学图书
馆”，目的是让乡镇的孩子们也
能拥有自己的图书馆，能在他
们的成长期看到最新的适龄书
籍，以书为伴，与书为友，从书
籍中汲取成长的营养和动力。

方正县第一中学“巾帼助
学图书馆”由黑龙江省女企业
家协会的18名企业家会员联合
捐资建设，使用面积 230 平方
米，馆内初始藏书17000册。黑
龙江省委宣传部特为方正县第
一中学校“巾帼助学图书馆”授
予了“黑龙江青少年阅读实践
基地”称号。“巾帼助学图书馆”
作为青少年阅读实践基地，馆
内图书还将辐射流转到周边学
校，让更多孩子受益。

除了捐建图书馆硬件设施，
省女企业家协会还策划实施了“手
牵手对接名校计划”。在此次“巾
帼助学图书馆”启动仪式上，方正
县第一中学与哈尔滨市第三中学
正式签约，结为友好互助学校。

方正
巾帼助学图书馆落户

本报讯（张可新 黑龙江日
报全媒体记者赵宇清）为有效应
对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减轻创
业者资金压力，鼓励更多人员参
与创业，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
展和乡村全面振兴，近日宾县就
业服务中心联合团县委、县妇联
等部门面向全县广大创业者开
展小额创业担保贷款业务。

据介绍，城镇登记失业人
员、就业困难人员（含残疾人）、
复员转业退役军人、刑满释放
人员、高校在校生、高校毕业生
（含大学生村官和留学回国学
生）、化解过剩产能企业职工和
失业人员、返乡创业农民工、网

络商户、建档立卡户、农村自主
创业农民、公益二类和从事生
产经营活动事业单位的离岗创
业人员，只要在宾县范围内经
营实体买卖、有个体工商执照
都可以申请这一贷款。

贷款金额为12万元，期限两
年。贷款利率以贷款合同签订
日最近一个月为定价基准加减
点形成，加不超过 150个基点。
贷款人承担两年银行利息是
5700元左右，宾县财政局承担两
年银行利息1万元左右。贷款的
担保人必须是宾县财政全额开
支人员，女性50周岁以内、男性
55周岁以内的在职工作人员。

宾县
小额创业担保贷款解资金难题

□文/摄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赵宇清

走进宾县永和乡生态循环农
业科技示范园区的智能温室，所有
的寒冷都被关在了门外，这里是另
外一个世界。草莓、紫玉兰、杨桃、
香蕉、木瓜、黑钻苹果都长势正好，
一片绿意盎然的景象。

与别处的温室不同，这里的温
室用的全是由粪污和秸秆发酵的
有机肥，种的都是北方难得一见的
珍稀果蔬。

这处生态循环农业科技示范
园区由宾县和裕生物工程技术开
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公司总经
理王国庆是宾县人，多年在外经
商。他回乡看到无处安放的牲畜
粪污，心里很不是滋味，于是与东
农合作成立了生态循环农业工程
技术东北农大研发中心。

2017年，王国庆投资1000万元
引进了两套国际先进的智能膜发
酵装置，它可以实现周边地区粪污
和秸秆的资源再利用。这两套装
置每年可将 3万方粪污和 1万方秸
秆变成 1.5万吨有机肥。智能膜处
理技术引自德国，只需7天就可以
完成350方粪污和秸秆的无害化处
理。永和乡党委副书记丁云鹏告
诉记者，这两套智能膜发酵装置解
决了附近 3个村 1083头牛、3843头
猪的粪污处理问题。

记者站在智能膜发酵装置旁
边，一点也没有闻到粪污或发酵产
生的异味，经过装置处理出来的有
机肥黝黑黝黑的，仿似黑土地上的
土壤一般。王国庆告诉记者，智能
膜具有防水、防风、透湿、选择性透
过的功能，可将处理过程中释放的
氨气和温室气体融入水蒸气，形成
水珠又回到堆体内，这种处理方式
绿色、环保，减少了废弃物二次堆
放产生的污染。智能膜发酵装置
可使用智能设备操控，可实现远程
数据传输和控制监测。

除了有机肥，公司还生产蚯蚓
肥，1 吨蚯蚓每天可处理 1 吨有机
肥，目前公司已引进了近 5 吨蚯
蚓。公司生产出的肥料每吨销售
价格在400元-1200元，除了自己园
区使用外，主要供给农垦水稻育苗
和吉林白城土壤改良使用。

王国庆依托公司的有机肥项目在流转的500亩
土地上建起了生态循环农业产业园，目前建有冷棚
100栋、温室 10栋、智能温室 1个。听王国庆说，原
本园区内的土地并不肥沃，可是用上有机肥后，很多
果蔬都长窜了！园区内主要种植热带、亚热带常绿
果树、落叶果树、浆果和坚果，仅水果就有120余种，
一年四季皆可收获。在这个生态园里，你能看到许
多平时难得一见的果蔬，比如红宝石土豆、黑金刚土
豆、黑钻苹果、黑梨等等，不一而足。

王国庆指着园区入口处的一大片土对记者说：
“来年春天，你再来时，这里就是一片花海，我们将
在这里种植 50多亩牡丹和芍药。未来，我们将把
园区打造成集观光、采摘、休闲于一体的哈尔滨东
郊花园！”

玩
转
生
态
有
机
肥

珍
稀
果
蔬
寒
地
出

本报讯（张可新 黑龙江日
报全媒体记者赵宇清）为全面推
进3-11岁人群新冠疫苗接种工
作，宾县将疫苗接种点延伸至校
园，加快构建全民免疫屏障。

记者在宾县第一小学看
到，孩子们在家长的陪同下，
按照引导依次排队接种。医
务人员认真查看身份证、户口
簿，核对身份信息后完成接
种。接种疫苗后，孩子们按照
要求留观 30 分钟，无不良反

应从专业通道离开，整个接种
现场秩序井然。

为了给 3-11 岁人群接种
疫苗提供方便，宾县除设立常
规接种疫苗点外，还在部分学
校设立了疫苗接种点，校园里
的每个接种点都按要求设立了
预检登记台、接种室、留观室和
应急处置室，并抽调了教师全
程引导孩子们完成疫苗接种。
这种做法极大地加快了 3-11
岁人群接种新冠疫苗的速度。

宾县
疫苗接种点延伸至校园

本报讯（胡春风 黑龙江日
报全媒体记者赵宇清）“1979
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
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
圈……”近日，依兰县人民检察
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刘乐
以《歌声中的党史》为题，以史
串歌、以歌叙史，为检察院的党
员干部带来了一堂“声入人心”
的“音乐党史课”。

从世代传唱的《国际歌》，到
妇孺皆知的《唱支山歌给党听》；
从《十送红军》的鱼水情深，到《黄

河大合唱》的铿锵怒吼……刘乐
以百年党史为脉络，选取最具代
表性的歌曲，深入讲解歌曲背后
的时代背景和历史事件，用歌曲
串起了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各
族人民谋幸福、谋复兴的奋斗史。

歌声引领大家重温了党的
百年光辉历程。课后检察院工
作人员纷纷表示，这种“沉浸
式”的“音乐党史课”将理论灌
输化为音乐浸染，新颖生动、独
树一帜，增强了党史学习教育
的感染力。

依兰
音乐党史课“声入人心”

本报讯（胡春风 黑龙江日
报全媒体记者赵宇清）“这些钱
执行回来得正是时候，年底囤
菜、取暖，都等着用钱呢！”18
日，在“全国法院执行案款集中
发放日”黑龙江省依兰法院分
会场，领取了卖粮款的农民这
样感叹。

为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积极回应人民
群众对执行案件的关注，扩大
执行案款集中清理发放成效，
依兰县人民法院在“全国法院
执行案款集中发放日”设立了

“执行案款发放”分会场，当天
上午为百姓发放执行案款
54.56 万元。其中，以农户为
申请执行人的 35 件案件，涉
及标的总额为 254 万元，在执

行回款 21 万元后，双方当事
人达成分期和解协议，被执行
人本期又交付现金 15 万元，
此 15 万元依据款物管理规定
履行相应审批程序，于 18 日
上午集中发放给到场农户。
此外，执行干警、财务人员同
时通过“一案一账户”系统线
上向金融机构交付处置被执
行人房产等所得执行案款共
39.56万元。

本次活动依兰县人民法院
邀请有关人士及律师代表进行
见证，并邀请当地媒体监督发放
过程。发款全程按照预案执行，
法院执行局和办公室、政治部分
工负责、密切配合，严把安全检
查、防疫检测关口，文书签写，款
项领取秩序井然。

依兰
执行案款集中发放解民忧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赵宇清

依兰是个怎样的地方，那里有什么特产？这些问题你会在一
只标着“依兰五宝”的棕色箱子里寻到答案。箱子里装着五件宝
物——黑白有机木耳、寒地冷水大米、红菇娘饮品、五国城洞藏酒、
灵芝孢子粉，每一件宝物都承载着依兰山水的灵气和历史的积
淀。这只箱子是依兰县委县政府出门招商必带的招牌特产，它辗
转于大江南北，不断为依兰的地域产品开辟着更远、更大的天地。

依兰“五宝”是怎样诞
生的？依兰县委书记陈宇
辉告诉记者：“依兰县近年
来粮食产量始终保持在
30亿斤以上，2010年以来
一直是全国粮食生产大
县。依兰赤芍、依兰苍术、
依兰桔梗、依兰红菇娘、依
兰白鲜皮等都已获得国家
地理标志商标产品认证，
并且目前依兰大米也正在
积极申请国家地理标志商
标产品认证，这些都是依
兰县域经济发展得天独厚
的资源。南方客商十分认
可我们的农产品，但是如
何将好粮食、好果蔬变成
名优商品、叫响‘依兰’这
个地域品牌是我们必须着
手解决的问题。于是我们
商议，要选出代表依兰特
产的‘五宝’先行推广。”

今年 2 月，依兰县委
县政府在县域媒体平台
上@所有依兰人，开始
征集评选依兰“五宝”，
共征集到特色产品 122
件、46 种。今年 4 月，依
兰县召开了“五宝”特色
产品交流座谈会，邀请
历史文化学者、人大代
表和政协委员等各界代
表，推荐依兰“五宝”初
选产品，并提请县委常
委会审议。与会人员根
据产品是否具有地域特
色、是否便携、是否具有
市场潜力等要素，最终
确定黑白木耳、寒地冷
水大米、红菇娘饮品、五
国城洞藏酒、灵芝孢子
粉为依兰“五宝”。

依兰三山对峙、四水
交汇，“五宝”中的每一件
商品都承载着依兰山水特
有的基因。

“五宝”中的黑白木
耳，并非普通的木耳。黑
色的沙棘木耳，菌包中蕴
含着沙棘果的精华，黄酮
含量极高。白色的白玉木
耳，是长白山野生木耳的
驯化品种，一年只能采收
两茬，十分珍贵。

依兰大米采用巴兰河
水灌溉而生，吸收了大量
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米
粒饱满醇香。

依兰红菇娘于 2017
年 12 月通过了国家地理
标志商标产品认证，有“水
果抗生素的美誉”。红菇
娘中钙含量是西红柿的
73.1倍、胡萝卜的13.8倍，
维生素C含量是西红柿的
6.4倍、胡萝卜的5.4倍，用
红菇娘制成的饮料、果酒，
已成为依兰特有的招牌饮
品。

依兰县倭肯哈达山洞
穴常年恒温恒湿，这里藏
有 800吨采用东北红高粱
酿造的白酒，其中 300 吨
都是 20年以上的沉酿，老
熟生香、绵甜爽净。

依兰县烟筒山林场，
地处小兴安岭余脉，天然
的地理优势和水质因素使
灵芝长势良好，灵芝的种
子破壁制成灵芝孢子粉，
成为天然的保健品。

五件宝物凑在一起，
刚好拼出了一幅属于依兰
的特产地图。

“五宝”选定，如何运
营？依兰县委县政府为

“五宝”制造了一系列的
亮相机会：今年 8 月参加
抖音东北大区引流会为

“五宝”吸引流量，在依兰
景区、博物馆和宾馆中为

“五宝”设立专柜，利用依
兰电商平台销售“五宝”
产品……

仅仅依靠线上活动，
还远远不够，想要拥有更
高远的舞台，依兰“五宝”
必须走出深闺。依兰县委
县政府决定，在哈尔滨开
设依兰县绿色农产品旗舰
店，为依兰“五宝”在省城
安一个“新家”。

“新家”位于哈尔滨革
新街上的繁华地段，店铺
内除陈列依兰“五宝”外，
还摆放着榛子、蜂蜜、笨榨
豆油、杂粮等许多产自依
兰的农产品。据陈宇辉介
绍，店面的门市房由一直
对口帮扶依兰县团山子乡
共兴村的哈尔滨供水集团
提供，这个旗舰店中陈列
的每一样农产品都是近年
来带领农民脱贫致富的项
目。这家店不仅是“五宝”
对外推广的平台，也是依
兰县对外展示实施乡村战
略成果的窗口。

经依兰县委县政府讨
论和企业家推选，依兰县
黑木耳协会会长赵周成了
依兰县绿色农产品旗舰店
的运营负责人。赵周在发
展食用菌种植方面很有经
验，曾带动 179 个建档立
卡户脱贫，他运用网络平
台直播卖货，曾在两小时
内卖出上万单食用菌产
品。

这些天，赵周一直在
哈尔滨忙着筹备依兰县寒
地绿色农产品旗舰店。店
铺内，农产品都已上架，只
待吉日剪彩开张。赵周
说：“以前依兰的农产品企
业各自开店，产品单一、费
用又高。现在将依兰17家
企业的商品聚在一起，集
纳了所有依兰最具特色的
农产品，客商不用到乡镇
东奔西走，只走一站就能
看到依兰最出众的农产
品。”

赵周对店里的产品如
数家珍，只要遇到来洽谈
的客人，他都会将各种特
产细细介绍一番。“政府和
企业如此信任我，我必须
为他们做好产品的推广工
作。我打算在每个企业的
商品旁，都立一块牌子，上
面印有企业的简介和联系
电话，这样客商就可以直
接联系企业订货。这里还
有洽谈室，依兰的企业家
可以和外地客商直接在这
里签单！”赵周告诉记者。

“依兰农产品过去各
自为战，没有形成合力。
依兰县大米注册商标有30
多个，红菇娘注册商标有4
个，大家各自经营，品牌认
知度低、产品销售困难、企
业规模难以扩大，而这家依
兰绿色农产品旗舰店刚好
为大家提供了一个聚合发
力的平台。”依兰县农业农
村局局长王光宇说。

“依兰特产不再单兵作
战，而是组队出击，这为依兰
农产品赢得许多意想不到的
新机遇。”依兰县农业农村局
副局长辛闻由衷感叹。

“五宝”组队出击，引来连
串订单。赵周说：“县委县政
府推介依兰‘五宝’，带来了一
连串的订单。先是上海一家
律师事务所订购了 1300 套黑
白木耳和 450套灵芝孢子粉作
为答谢客户的伴手礼，紧接着
律师事务所的客户又看中了
伴手礼中的依兰特产，与我签
下了黑白木耳的订单。此后，
上海一家科技信息公司看到
了其中的商机，又与我签下了
食用菌销售代理合同。农民
在这个项目中也尝到了甜头，
今年又有 200多户农民与我们
签下了木耳种植订单。”

“五宝”组队出击，让依兰
品牌叫得更响。巴兰河绿色
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金益华说：“我们在水稻种植、
大米加工方面都没问题，就是
缺少销售渠道。以前我们出
去单打独斗宣传自己的产品，
很难让人信服。现在，政府把

‘五宝’组在一起，对外推广，
有公信力。刚刚，安徽的企业
就和我联系，要将我们的大米
引入安徽市场。”

“五宝”组队出击，让依兰
产品走得更远。五国城洞藏
酒有限公司销售经理肖云鹏
说：“以前我们的酒只在依兰
县、七台河市、佳木斯市等周
边地区销售，今年成为‘五宝’
后，更多的企业认识了依兰洞
藏酒，宁夏的一家企业已经跟
我们签下了300箱酒的订单。”

“五宝”组队出击，让依兰
企业有了更多机遇。黑龙江
百世姑娘食品有限公司经理
于印博说：“以前我们的红菇
娘饮品只是在省内销售，现在
经过政府帮助协调联络，我们
正在与广州王老吉洽谈合作
项目，准备以红菇娘为原料，
生产一款适合南方消费者口
味的饮料。一旦签约成功，我
们的生产规模将再上一个新
台阶！”

随着时间推移和依兰地
域品牌的叫响，会有越来越多
的依兰本土企业如百世红菇
娘一般，跃上新台阶，而这也
将为依兰县域经济的发展带
来全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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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内果蔬长势正好。
依兰县绿色农产品旗舰店即将在

哈尔滨开张。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赵宇清摄

工人正在采摘白玉木耳。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赵宇清摄

工作人员在高铁站展柜旁介绍依兰工作人员在高铁站展柜旁介绍依兰““五宝五宝”。”。王立学王立学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