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包立伟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白石

全域旅游发展，不仅仅让鹤岗市东山区更美，也为
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活力。

打造特色村寨，展示民族风情。依托区域内和
胜村、桦春村两个朝鲜民族村历史文化以及生态旅
游资源等优势，开发了如桦春特色肉串、冷面、泡
菜、米酒、打糕项目，以及和胜村荇菜花池旅游景
区、金达莱艺术园等。充分利用节假日、独特的民
族节日，开展了民族文化歌舞活动，推动了精神文
明建设。

建设村庄公园、绿地和口袋公园发展乡村旅游。
打造了前进村 81.2公顷的桃花源，栽植了不同规格乔
灌木30种3万多株，“一环”路打造了9公里环湖园路，
构成风景区游览康体骨架，“四大特色主题景区”设置
了水库桃源景观区、生态湿地区、自驾营地区、休闲公
园体验区，“多节点”约5公里长的步行系统，串联起规
划区内10余个独具特色的景观节点，为乡村发展焕发
新的活力，不断提高群众幸福指数。

占地 9公顷的新一公园花海，成为了少有的城市
公园连片花海。

乡村游打“特色”牌

□包立伟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白石

群众“点单”，实践中心“派单”，志愿者“接单”，群
众再“评单”。东山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积极开
展志愿服务活动，实现“点对点”精准高效服务。

鹤岗市东山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在全区
11个社区、34个行政村，成立志愿服务队伍，组建理论
宣讲、文化文艺、法律法规、卫生环境等 8支志愿服务
队伍，开展志愿服务。他们通过制定活动月历和记录
簿，坚持从实际出发，做到阵地资源整合到位、体制机
制健全到位、服务群众精准到位“三个到位”。

建立群众“点单”、实践所“派单”、志愿者“接单”、
群众“评单”的工作模式，群众有需求可直接进行“点
单”，他们根据群众对农技服务的需求，组织开展了农
业科技培训班和“乡村振兴 服务三农”活动，有针对性
地开展特色农业、养殖加工、经营管理等培训，送科技、
送法律下村屯、走地头，现场科技指导进行科普宣传，
不断提升服务质量。

中心统筹各类资源，深层次挖掘吸纳各个领域人
才加入志愿队伍，积极开展宣讲、“送学上门”等活
动。各志愿服务队还根据群众需求，开展敬老院慰
问、环境卫生整治、开设健康知识讲堂、爱心义诊等
系列志愿服务，帮助群众解决管道堵塞、热管并网等
各种群众急难愁盼等问题。全力打通服务群众“最
后一公里”。

东山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服务需求 群众“点单”

□姜鹤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王白石

把优化营商环境和服务，贯穿项
目“全生命周期”，鹤岗市东山区委区
政府围绕“放管服”改革，以从优服出
发，以利企便民为目标，助推项目落
地达产，保障企业健康运营，为推动
东山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动
力。

11月18日，记者在东山区政府政
务服务大厅“伴您走流程”窗口看到，
区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工作人员正
在帮助一位老人协调医保缴费事
宜。鹤岗市 2022年个人医疗保险缴
费工作已开始，按照规定，缴费人需
通过工行手机银行或自助终端进行
缴费，老人因为年纪大，不会使用智
能手机，工作人员在了解情况后，通
过“帮办代办”服务，帮助她进行缴
费，老人连说谢谢。

强化组织领导，提升政治保障。
东山区委区政府把持续优化营商环
境作为促进区域发展的“生命线”，成
立了由政府主要领导担任组长的优化

营商环境工作领导小组，构建了“党委领导、政府主
责、部门联动、上下互动、社会参与”的优化营商环境
大工作格局。相继成立了区招商引资全要素保障工
作专班，重点项目建设保障工作专班等，建立联席会
议制度，统筹推进企业服务与项目建设。

落实“放管服”改革，推进简政放权。东山区把
政务环境作为深化“放管服”改革主线，按照“政务由
你”理念推进供给侧改革，努力为企业提供更优质的
政务服务，推动更多服务事项网上办、就近办、一次
办，全区共新增行政权力事项321项，取消101项，保
留886项；持续推动“办事不求人”行动，今年全区51
个单位、112个服务窗口全部签订《“办事不求人”承
诺书》；全面开展清赖行动，共排查区直单位、乡镇、
办事处、事业单位 44个，排查出失信违诺事项 3个，
总金额 816万余元；建立政企沟通机制，积极构建

“亲”“清”政商关系，组织开展“访百企、送政策、答诉
求”活动，累计走访企业 83户，解答政策性问题 65
个。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全区梳理第一批行政
审批信用承诺制清单 16个，涉及卫健、应急和文体
等部门。

优化投资环境，提升服务效能。主动深入企业，
全方位、保姆式服务项目手续办理，全区累计减免各
类税费 7850万元，累计向上争取资金(债券)1.01亿
元，帮助企业争取各类扶持奖励资金200万元；依托
全国“信易贷”平台，引导全区 491户市场主体进驻
平台，并成功授信 5笔，授信资金 1200余万元；疫情
期间，帮助有融资需求企业，对接金融机构和融资政
策，帮助29户企业获得贷款5.8亿元；有效缓解了资
金短缺难题。

鹤岗市东山区政府政务服务大厅。 包立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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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包立伟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王白石）
农民和城里人一样，住上集中供暖房。鹤岗市东山区
帮助新华镇337户农民，今冬住进集中供暖房。

新华镇位于鹤岗市南郊，共有 10个行政村。从
2013年开始，省恒阳热力有限公司与华能鹤岗发电有
限公司合作，由“恒阳热力”利用“新华电厂”的热源，担
负起佳木斯市鹤立镇周边居民及企业120万平方米的
供暖任务。

由于新华镇东安、西岗、南华3个村离华能鹤电通
往鹤立镇的供暖管道较近，供暖入户成本较低，使这3
个村屯300余户住平房的农民，早在5年前就住进了集
中供暖房。这让周边的永华、永芳、永祥等村屯百姓羡
慕不已，他们也希望供热管道尽快入户。由于这 3个
村屯距供热管线较远，愿望一直没有实现。

东山区主动找到“恒阳热力”，终于感动了企业负
责人，决定用低于成本价的费用解决这 337户农民的
冬季取暖问题。

337户农民
住上集中供暖房

□文/摄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王白石

让鹤岗市经纬糖醇有限公司没想到的
是，14 年前一个用玉米芯生产木糖的决
策，造就了今天鹤岗市唯一一个生物科技
产业园区的诞生，这个园区的生物科技产
业，将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循环经济全产业
链条闭合。

2007年，建筑业开发起家的糖醇公司
老总偶然间得知，我省尚且空白、用玉米芯
作原料生产木糖醇产品，市场前景看好，加
之鹤岗市一个老药厂倒闭有现成的厂房和
闲置土地，天时、地利，董事长郭军伟决定
建个木糖厂。2007年 5月，鹤岗市经纬糖

醇有限公司挂牌成立。经立项，企业注册
资金 8000 万元，占地面积 8.7 万平方米。
建厂初期，木糖年产能5000吨，年产值1亿
元。该项目是以农业废弃玉米芯为原料，
主要生产工艺是通过玉米芯水解、中和、离
子交换、蒸发等工艺过程产出晶体木糖。

2009年，企业已建成年产5000吨木糖
生产线，生产的木糖、精制木糖、液体木糖、
阿拉伯糖等功能糖产品，已销往山东、河
南、日本、法国等地。首批木糖产品出口日
本，之后出口业务一直在延续。

2010年，企业进行扩建，建设了新的
脱色车间和糖渣分离车间，改造后，对于现
场的管理及产品的产量质量提高，增加经
济效益等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2012年，企业与我省八一农垦大学共
同合作，研发、制造出适用于从木糖母液中
分离木糖和阿拉伯糖的液相色谱设备，该
技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并获得省科学技
术进步二等奖。2014年，完成调试，新产
品正式投产。

技术创新扩产后，企业年产能已达到
8000吨，年产值 1.6亿元。生产的产品，从
木糖拓展到精制木糖、液体木糖、阿拉伯糖
等功能糖产品，已销往山东、河南、日本、法
国等地，企业多年被评为国家级“守合同重
信用”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等荣誉。同
时，2012年获得出口认证资质、非转基因
检 测 合 格 认 证 、ISO9001、ISO14001、
ISO45001、HACCP 世标体系等各类资质
认证。

同年，随着产量的增加，木糖废渣剧
增，因糖渣含酸性，随意堆放，既占空间又
侵蚀土地，公司第二个企业和项目“经纬生
物质发电有限公司”应运而生。由此，公司
开启了采用废弃物为原料，发展循环经济
的新旅程。

2018年，鉴于法国罗盖特公司对企业

的产品质量非常满意，对于企业所在的生
物科技产业园区内的蒸汽、土地优势非常
满意，罗盖特公司决定与企业建立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并计划在园区内投建发酵基
地及不饱和脂肪酸等项目。

在黑龙江省首年度“百千万”高科技扶
持项目的支持下，2019年，公司与黑龙江
八一农垦大学国家杂粮中心合作，在现有
设备的基础上，完成了木糖母液三组分离
装置的改造。分离后，木糖纯度由 75%提
升至 80%，可直接结晶。阿拉伯糖的纯度
由 78%提升至 82%以上。在项目执行期
间，共处理7万余吨玉米芯，生产并销售了
5500余吨木糖、36吨阿拉伯糖。实现销售
额 9000余万元。同时还完成了膜分离浓
缩水解液的中试实验，其膜浓缩效果显著，
节约能耗20%以上，且无新增色素。此外，
还完成了木糖及阿拉伯糖技术规范的撰
写，发布了鹤岗经纬糖醇有限公司木糖及
阿拉伯糖的企业标准。

随着项目进行，校企双方又对玉米芯
制备木糖的各工序进行了系统研究。2020
年12月，公司投资200余万元购买设备，八
一农垦大学提供技术支持、系统安装调试、
人员使用培训，还提供信息支持，帮助企业
进行设备选型。在校企双方共同努力下，
完成了水解、净化、结晶以及阿糖车间的自
动化改造。改造后，降低了生产成本，保证
了生产的稳定性，提高了企业的经济效
益。目前企业的自动化控制系统处于业内
领先水平。

随着木糖产品应用领域的拓展，企业
决定向医药进军。今年10月，公司又与山
东福田药业达成提高产量改造意向，现已
有福田药业的 4位工程师在公司，与企业
共同制定改造方案，预计改造后，年可提高
产量3000吨。

岗位员工在调整离子交换运行流速。

一家企业“催生”一个产业园区
记鹤岗市经纬糖醇有限公司

变废为宝园区串起循环经济产业链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白石

一个企业集团=一个园区=一个循环经
济全产业闭合链条。在鹤岗市东山区，这个
等式，成立。

列出、演算、完成这个成立等式的，离不
开两个重要角色——企业方黑龙江省经纬生
物科技集团，政府方鹤岗市东山区。

在鹤岗市东山区，有一个鹤岗市生物科技产业园，是鹤岗市
唯一一个循环经济产业园区。入驻这个园区的六家企业，归属一
个集团，即黑龙江省经纬生物科技集团，其麾下6家企业中，除去
鹤岗市万隆热力供应有限公司用煤作原料，其余5家企业的生产
用原料，均为废料，其生产过程，就是变废为宝的互为循环过程。

成立最早的鹤岗市经纬糖醇有限公司，2007年就为变废为
宝而建，用废弃玉米芯为原料生产木糖，年产5000吨木糖系列产
品，产品销往山东、河南、日本、法国等地，产值1亿元，年消耗玉
米芯10万吨，拉动周边农民增收3500万元。目前仍是省内唯一
木糖企业。然而一年产出的9吨废糖渣，因具有酸性不能随意丢
弃而占据了厂区。

再变废为宝，把这些废糖渣再利用，用于发电的生物质原
料。集团于 2012年成立鹤岗市经纬生物质发电有限公司，采用
济南锅炉厂专门为他们研制的，全国首台以木糖渣为原料的锅
炉，装机规模 2× 6MW抽凝式汽轮发电机组，2× 35t/h循环流化
床生物质锅炉，年上网电量7500万kwh。

公司建成后，正逢鹤岗市棚改建设高峰期，热源紧张，公司
当年承担了50万平方米居民供热，并取得良好效果。

解热源紧张燃眉之急，公司转年成立了鹤岗市万隆热力供
应有限公司，依托鹤岗煤炭资源优势，建设热电联产项目，装机

规模 2× 25MW背压式汽轮机组，3× 130t/h循环流化床蒸汽锅
炉。供热能力460余万平方米，年上网电量1.14亿kwh。2017年
万隆建成后，万隆和经纬生物质，总体承担了全市 500余万平方
米供热面积。

经纬集团总能抓住商机和担当社会责任。为解秸秆禁烧难
题，集团2015年成立了鹤岗市和禾生物质发电有限公司，并列为
省百大项目，于2020年建成投产。装机规模1×30MW抽凝式汽
轮发电机组，1×130t/h高温高压循环流化床生物质蒸汽锅炉，年
可发电量2.2亿kwh，年消耗秸秆、稻壳等生物质废料24万吨，直
接拉动周边农业增收7000万元。

依托经纬、万隆、和禾三座电厂的余热和蒸汽资源，承担了
鹤岗全市洗浴和宾馆使用热水配送，有效解决了全市取缔燃煤
小锅炉问题。

和禾生物质发电厂建成后，集团三座电厂供热面积扩大到670
万平方米，占全市三分之一。响应清洁能源供热号召，集团对经纬生
物质与和禾生物质发电，马上进行低真空供热改造，其中经纬生物质
承担了100万平方米供热负荷，和禾生物质发电承担200万平方米。
同时对万隆热力进行超低排放改造，拟于2023年完成全部改造。届
时集团三座电厂承担的670万平方米供热负荷，将全部为清洁能源供
热。

木糖渣+秸秆→电和热

集团的三座电厂全部建成后，为园区发展下游
高端生物产业项目，提供了雄厚热能保障。

2019年，集团抓住市里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倡
导资源型城市转型之机，发展循环型经济产业，把产
业链延伸到有机肥料领域。经纬集团利用鹤岗当地
优质的褐煤腐植酸资源，加上园区富余的水电汽热
资源，东山区三道农业腐植酸项目很快拍板建设，并
被列入鹤岗市百大项目。

项目年产腐植酸系列有机肥6万吨，占地2万平
方米，总投资 7300万元，2019年 4月开工建设。项
目采用多级连续反应工艺，产出高质量腐植酸成
品。在三道农业腐植酸项目新建投产的车间里，整
齐地码放着腐植酸系列有机肥产品。

据三道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介绍，这
些产品具有改良土壤、增进肥效、改善作物品质、修
复重金属污染、提高作物抗逆性、调节作物生长等作
用，是保障黑土地的最佳肥料。

截至目前，项目主厂房建设已完成，正在进行试
生产。2021年计划投资 2000万元，主要建设原料
库、原料转化车间。项目建成达产后，可实现年产值
近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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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糖渣，玉米芯生产木糖的废弃物；草木
灰，秸秆和稻壳生物质发电后的废弃物；腐植酸
渣，生产腐植酸系列有机肥料的废弃物。

经过一次变废为宝不够，经纬集团继续在
探索能否把一次变废为宝所产生废弃物再次利
用。为此，鹤岗市委市政府、东山区委区政府高
度重视园区项目建设和引进工作，主要领导带
领经纬集团，多次赴北京、上海、杭州与法国罗
盖特、浙江大学、浙江科技学院等企业和高校进
行项目对接，寻求符合园区定位和产业政策的
高科技项目落户园区。

终于，丰升利生物有机肥项目，2021年 10
月在园区开工建设，项目总投资 3000万元，占
地 2万平方米，将分两期建设。项目利用园区
余热优势和木糖渣、草木灰、腐植酸渣原料，通
过多级连续发酵反应，将产出生物有机肥等产
品，同时正在谋划用玉米芯废渣生产黄腐酸有
机肥，用生产黄腐酸产生的废渣做纤维素等项
目。届时，园区的循环经济产业链将实现全产
业闭合，即用玉米芯、秸秆、稻壳等，到产出木
糖、热、蒸汽、电、有机肥、有机生物肥，最终还田
回归土地全过程，将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
循环发展。

据悉，一期 10万吨有机肥项目，产品主要
有生物有机肥、有机无机复混肥、微生物菌剂、
黄腐酸钾水溶肥、水稻壮秧剂及育苗基质。

日前，记者在园区看到，两栋厂房已经完成
改扩建，马上进入设备安装阶段。同时，罗盖特
公司发酵基地项目、浙大氨基酸表面活性剂项
目、浙江科技大学玉米皮生产神经酰胺和木糖
项目，也在推进中。

作为鹤岗市唯一的循环经济园区，其发展
的背后离不开政府这只强有力的推手。2020
年，东山区政府投资 2488 万元，完善了园区
基础设施，基本实现了“五通一平”，并为园区
确立了循环经济发展布局。入区企业利用生
态优势，积极发展“循环经济”，已形成多个循
环产业链条。完善的园区设施和优质的服
务，促进了循环经济的发展，固定资产投资已
完成 8.07亿元，年产值实现 2.7亿元，安置职工
740人。

东山区将继续实现高标准建设，完善产业
园区的发展规模，利用好8250万元政府专项债
券资金，完善“循环经济”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
设，努力创建鹤岗市首个产值 20亿元的园区，
并成为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新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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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山区生物科技产业园区东山区生物科技产业园区。。鹤岗市生物科技产业园区大门。

进入冬季，东山区东山体育公园前来健身的市民
依然络绎不绝。该公园建于2018年，2020年正式投入
使用，占地53公顷，是集观赏、游憩、生态、康养、运动、
文娱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城市公园，填补了
区域城市公园的空白。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东山区委宣传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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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山花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