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 12月 10日 星期五

E-mail:jizhebu2004@sina.com

齐齐哈尔新闻 责编：王传来（0451-84692714） 执编/版式：蔡 韬（0451-84655721） 5

□文/摄 闫艺丹 曲伟铭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朱云峰

近日，晴雨农业集团在讷河市通江街道城北
村的棚菜种植生产迎来了收获季，各种蔬菜陆续
开始采摘销售，在取得经济效益、丰富市民菜篮
子的同时也带动了村民增收，壮大了村集体经
济，实现了多方共赢。

走进讷河市城北村蔬菜大棚内，黄瓜、豆角
一排排整齐地排列着，长势喜人。工人们采摘完
黄瓜准备装箱销售，其他棚室里的白菜、香菜、豆
角也陆续可以采摘上市。

“今年第一次到城北村种植温室大棚蔬菜，
现在已经到了收获的季节，刚刚上市就得到了市
民和批发商的认可，现在看市场前景非常好，明
年我也准备扩大一下种植面积，主要打造绿色有
机、无公害蔬菜。”晴雨农业集团经理张本军高兴
地对记者说。

2021年,晴雨农业集团投入 40多万元租用城
北村温室大棚，在 40多亩棚室里种植了 12亩赤
松茸、8亩黄瓜、8亩豆角、8亩白菜、4亩香菜，经
过几个月精心培育，目前黄瓜、豆角、白菜已开始
采摘，其他蔬菜也陆续成熟，预计年效益在 150万
元左右。

为提高蔬菜品质，晴雨农业集团种植的棚菜
主要使用农家肥，雇用了本村 10多名村民务工，
带动每人每年增收近 4万元，在自身获得经济效
益的同时，也带动了更多村民增收致富。

城北村党总支副书记刘明介绍说：“今年的
扶贫大棚一共是 5栋，现在已经成型了，日前已经
正式开采，可以说技术是非常成熟，用工量非常
大，村民在这里摘豆角和黄瓜一天每人能挣 120
元钱，希望大棚能够发展的越来越好，也让更多
的村民受益。”

采摘蔬菜。

城北村

大棚里的蔬菜
绿油油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朱云峰

今年 5月，团中央下发《关
于扩大县域共青团基层组织
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齐齐
哈尔所属讷河、依安、龙沙、建
华、梅里斯 5 个县区作为第二
批试点，全面开启改革试点工
作。全市共青团以基层组织
改革试点为契机，聚焦改革重
点难点问题，试点工作取得了
阶段性进展。

齐齐哈尔团市委举办试
点县区专题培训会，听取意见
建议，做好分类指导。团市委
全体机关干部下沉建华区和
龙沙区的 12个社区，指导社区
成立青年工作委员会，以包保
联系的方式，发展青年骨干力
量 139 人，联系青年社会组织

28个，覆盖社区青年 570余人。
齐齐哈尔团市委整合全

市团属资源，为试点县区做好
资源赋能。以齐齐哈尔在外
大学生联合会为依托，推动 5
个试点县区设立分会，实现人
才资源、活动资源共享。通过
齐齐哈尔市红领巾少年军校，
争取军分区支持，与试点县区
联合打造少先队军事体验活
动基地。促成齐齐哈尔大学
与建华区建立共建机制，推
动 大 学 生 常 态 化 到 社 区 报
到。以齐齐哈尔市青年创新
创业联盟为平台，为龙沙区
青年创业就业实践基地输送
创业导师、提供就业见习岗
位。引入市青联、市青年商
会资源为梅里斯区青年之家
赋能，通过电商培训、直播带
货助力乡村振兴。

人才资源 活动资源共享
共青团基层组织改革见成效

□宋梓丹 李庆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姚建平

冬日的克山县兴胜村，炊烟袅袅，
雾凇成趣。农民们走进陈玉霄事迹陈
列馆，重温老书记带领村民致富的那
段岁月。“借助今天的党日活动，我们
支部集体带领村民参观了陈玉霄事迹
陈列馆，近距离体会到陈玉霄书记 30
多年来艰苦朴素，服务群众的感人事
迹，教育党员干部要不忘初心，永葆为
民服务的朴素情怀。”兴胜村党支部书
记张俊清说。

近年来，克山县坚持强基固本、大
抓基层，不断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
其中，很多农村基层党组织结合本村
实际，打造基层党建特色品牌，以党建
为引领，以党建促发展，为推进乡村振
兴、绘就村美民富的精彩画卷提供坚
强组织保证。

深挖红色资源 强化党建引领

为打造党建品牌，做出特色，克山
县委组织部精心谋划，协同乡村两级
通过深挖本地资源优势，远赴扬州、上
海借鉴经验，综合施策，围绕党建引领
村级发展、治理、服务为主题，聘请专
业队伍高标准设计和建设，最大限度
体现特色特点和实用性，打造了西城
镇兴胜村陈玉霄事迹陈列馆、西河镇

西河村党群服务中心、北联镇黎明村
“红色教育基地”、古城镇建国村党建
引领综合示范点、河南乡二河村“党
建+菜园经济”发展模式等 5个党建特
色村。

党建特色村的打造，为全县各村树
立了标杆和榜样，让党员活动有场所、党
员教育有载体、群众服务更便捷。

“一个好法子，蹚开了工作的新路
子。古城镇建国村党建引领综合示范
点自建立以来，承接各类便民服务事
项 100余项。强化了村党支部的组织
引领作用，有力助推了乡村振兴。”克
山县委组织部派驻建国村第一书记施
长江介绍说。

凝聚发展力量 壮大集体经济

克山县以富集体、富群众为目标，
着眼清化收、立项目、创产业，积极
把党建工作与乡村振兴有机结合，
不断增强村集体经济的造血功能。
盘活现有资源，借助换届契机，选
优配强了一批懂经济、善管理的村
党组织书记。加大“清化收”力度，
今年共清理违规发包机动地 1.91 万
亩，为村集体增收 856.47 万元。在
谋划项目上想方法、出实招，积极
向上级申请扶持壮大村集体经济项
目，建立日常管理机制，组建专班定
期督导，规范项目运营，保障达产增

效。打造“一村一品”、村企支部联建
等一批发展乡村经济的特色品牌。
在西河镇西河村发展牛粪养殖蚯蚓
项目，破解了多年来困扰村民的粪污
难题，目前西河村村集体年增收 17.5
万元。

为推动省百大项目云鹰马铃薯在
克山尽快投产达效，克山县发挥党建
引领优势，从原料保障和技术支撑等
方面考虑，将云鹰马铃薯企业支部、一
心村党支部、省农科院克山分院党支
部联建了党总支，通过总支协调，企业
支持，农研所团队提供技术保障，双河
镇一心村喜获马铃薯丰收，带动村集
体增收 16.8万元。

“把家里的地租给合作社了，没想
到我这么大年纪，还能在家门口就能打
工挣钱，真挺知足，感谢党的好政策啊。”
60多岁的一心村村民王臣感动地说。

强化担当作为 优化民生服务

近期承接黑河密接人员隔离管控
转运任务以来，克山县委组织部主动
发挥作用，制发了《在疫情防控工作中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的通知》，全县各级党组
织和党员积极响应。截至目前，全县
8989名党员、434个基层党组织积极投
身到疫情防控工作中来，为疫情防控
工作提供坚强组织保障。为缓解卫
健、公安部门全员核酸检测压力，全县
机关干部不到 2小时就组建起百余人
的党员志愿者服务队，全力支援核酸
检测工作。

克山县委组织部自发成立 6个核
酸检测督导组，深入全县 15个乡镇村
屯、小区核酸检测一线进行全方位督
导。既当“督导员”又当“服务员”，与乡、
村（社区）干部、驻村工作队、志愿者等一
起组织群众，维护现场秩序。县委组织
部在指挥部工作组、集中隔离点、社区
（村屯）值守卡点和交通管控查验点成立
82个临时党支部，各临时党支部工作职
责明确，党支部书记主动亮身份，形成同
心战“疫”强大合力。

克山 党建特色品牌促乡村振兴

□包志强 陈丹华 黑龙江
日报全媒体记者 孙昊

金灿灿的玉米、大豆装满
粮仓，在广大农民的眼中满是
丰收的喜悦。依安县太东乡
沿江村党支部书记杨广娟说：

“今年我们村大力推进有机土
地转换，实施土地规模经营，
不仅土地‘肥’了，农民收入也
提高了，每亩玉米产量 750 公
斤，亩效益在 600元左右。”

依安县地处北纬 47度，位
于松嫩平原腹地，黑土层厚、有
机质含量高、光热条件好，对发
展有机绿色食品具有独特的先
决条件。近年来，该县确定“生
态县、有机粮，建设高端食材供
应大厨房”的发展目标，通过黑
土地保护技术模式，加快提升土
壤的有机质含量和保墒抗旱能
力，实现空气、土壤、水以及周边
环境全部达到有机标准，确保农
业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大幅提
高，全力打造黑土保护利用“依
安模式”。

“随着高标准农田建设、测
土配方施肥和绿色防控等措施
有序展开，越来越多的农民选
择秸秆还田、米豆轮作、增施有
机肥等技术，从种到收全流程
都是大机械运作。”依安县太东
乡党委书记费日山说，今年沿
江村 1.08万亩土地，全部实现
了规模经营，有机耕作。

推行有机土地转换，保护
黑土地，土地规模经营是基
础。依安县采取党组织引领、
合作社经营、代耕服务、农企
合作等方式，推动土地向合作
社、专业大户、家庭农场、涉农
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集中，探
索出破解小农户与大市场对
接、家庭生产向规模经营转

变、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迈进
的有效路径。目前，全县土地
规模经营面积 229 万亩，占旱
田面积的 65%。

同时，在中科院的指导
下，依安县正打造以黑土保育
修复、绿色赋能、品质创优和
乡村振兴为中心的黑土保护
利用全域定制模式，创制“分
区施策、依村定策、一地一策”
的黑土粮仓全域定制系统，形
成可复制可推广的黑土粮仓
全域定制模式。为此，该县组
建了黑土粮仓科技会战青年
突击队，建立“星—空—地”立
体农情监测系统，构建绿色有
机食品物联网管理服务平台，
强化精准信息采集、农业技术
推广、绿色有机食品质量溯源
等信息指导功能。

机器轰鸣，车辆穿梭。在
28平方公里的黑龙江依安经济
开发区内，有机食品加工产业园
区和有机食品产业集群初具规
模。近几年，依安引进北纬 47
绿色有机食品有限公司等大型
食品加工企业，重点发展鲜食玉
米、蔬菜等绿色有机食品精深加
工，实现农产品加工向规模化、
集聚化、有机化方向发展。

据了解，依安县今年有机
土地改良面积达 10万亩，明年
全县计划实现有机土地转换
50万亩，“十四五”期间力争建
成世界最大的 200万亩有机食
品生产基地。如今，转变农业
发展方式、保护黑土地的理念
已成为这里农民的共识。依
安，通过推进有机土地转换，
正在探索一条生态产品价值
转换的新路径。

依安县绿色食品基地。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孙昊摄

依安
土地“肥”了 收入高了

粮食总产量240亿斤

稳居全国产粮大市第一方阵

□文/摄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姚建平

初冬时节，在齐齐哈尔龙江阜丰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苏氨酸生产车间里，机器轰鸣，刚刚从流水线生

产的产品正在装车外运，即将发往国内外用户。公司
副总经理徐进钊向记者介绍，目前企业玉米精深加工
能力达到 200 万吨，今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36.27
亿元，同比增长 20.4%，净利润 9089.4万元，实现税收
1165.7万元。

2021年，齐齐哈尔市积极推
进农业结构调整，加速农业重点
产业建设，克服自然灾害、市场变
化等困难，加大科技推广应用，强
化农业防灾减灾，切实扛起粮食
安全“压舱石”重任。今年预计全

市粮食总产量 240 亿斤以
上，实现“十四连丰”，持续稳
居全国产粮大市第一方阵。

全市聚焦“扩面积、调结构、提单
产、保总产”工作目标，发展高效种植
业。粮食作物种植面积 3703.5 万亩，
其中：玉米 1884.2 万亩，大豆 1020.9
万亩，水稻 664.6 万亩；全市板蓝根、
防风、黄芪、甘草等中药材种植面
积 60 万亩，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成效明显。针对“雨水大、灾害重”
的实际，市县两级农业部门科学指
导农民抗灾自救，为粮食生产再夺
丰收提供重要保证，为保障全市食
品产业和国家粮食安全的供应链奠
定坚实基础。

加快黑龙江省西部优质畜产品
生产基地建设，全市突出发展“两牛一
猪”，依托金锣集团、东方希望等产业
项目，抓好规模养殖场建设，东方希望
肉食品一体化项目 5个养殖场区及 40
万吨饲料场建设顺利完成，金锣肉食
品一体化项目 5个场区建设顺利，现
代农业基础不断夯实，特色农业势头
强劲。

大力发展标准化规模养殖，加快
现代畜牧产业发展。全市推进现代
畜牧产业重点项目 44 个，计划总投
资 134.1 亿元，已完成投资 44.48 亿
元；年度计划投资 46.62亿元，当年完
成投资 20.29亿元。推进“两牛一猪”
产业发展，依托飞鹤、蒙牛、光明、优
贝特等龙头企业，全市 A2 奶牛存栏
达到 1.2 万头，依托龙江元盛种质资
源推进高端肉牛改良扩繁和“华牛”
品种培育，改良牛 F1 代达到 1.2 万
头，F2 代存栏 800 头，全力打造千万
头生猪产业集群，积极做好入栏、补
栏工作，全市生猪生产保持稳定增
长。推进“一羊一禽”产业建设，全市
已建设湖羊规模养殖场 30 余个。依
安县已成功申报农业农村部鹅产业
集群项目。

发展高效种植业发展高效种植业
加快现代畜牧产业发加快现代畜牧产业发展展

进入 12月，在地处讷河市拉哈
镇的黑龙江鸿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生产车间里机器轰鸣，刚刚生
产出来的酒精立即被大型罐车发往
用户。企业引进法国蒸馏、挪威蒸
发、荷兰水处理等国际先进工艺，年
加工玉米 200万吨，年生产酒精 70
万吨，DDGS 饲料 63 万吨，极大促
进了周边玉米的就地转化。

齐齐哈尔市突出“工作围绕指
标转、项目围绕产业招、产业围绕壮
链干”，落实市委思路做实“粮-食”

“粮-药”“肉-食”“奶-乳”四个“一
体化”产业链，推动“一产向后延、二
产两头连、三产上高端”，全力推进
11个产业园集群和 8个全产业链项
目建设，打造农业产业化升级版，全
力构建一二三产深度融合的产业发
展新格局，全面加快县域经济高质
量发展。

今年前三季度，全市农产品加
工规上企业 171 家，加工产值实现
321.1 亿元，增长 19.5%。全市签约
农业和农产品加工项目 72个，签约
额 336.43 亿元，已开工项目 38 个，
投产项目 6个。中国飞鹤千亿级生
态特色产业集群项目签约落地，中
国飞鹤（依安）有机食品产业园区、
中国飞鹤（齐齐哈尔）智能产业园区
等项目已开工建设。今年上半年，
全市 6个县（市）11项指标进入全省
前十，泰来县、富裕县、克东县 3个
县跻身全省县域经济十强县。

2021年，全市国家级绿色食品
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预计达到
1206万亩，绿色食品认证数量达到
445 个，绿色食品加工企业达到 98
家，年加工绿色食品 200余万吨，实
现销售收入 100多亿元。加大农产
品质量安全监测工作力度，共抽检
粮谷、蔬菜、水果、食用菌等样品
6233批次，未发生重大农产品质量
安全事件。

农业产业化升级版
深度融合一二三产

全市 2021 年计划完成高标准
农田建设任务 90万亩，省下达建设
任务 113.12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
正在加快推进。按照建设全国农业
全程机械化装备大市目标，与中国
一拖集团、北大荒农垦集团签约，共
同打造高端智能农机装备产业园。
强化农业科技支撑，承担省下达 14
大项、16 小项推广项目，累计落实
面积 2951.7万亩。建设县乡村三级
农业科技园区 1210 个，面积 11.09
万亩。完成科研及种业培育农作物
新品种 52个，引进主要农作物品种
32 个 ，主 要 农 作 物 良 种 覆 盖 率
98.91%。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在克山、龙
江黑土地保护示范区 100万亩基础
上，依安、拜泉等 7 个县市被纳入
2021 年东北黑土地保护利用项目
县，新增黑土地保护示范区 100 万
亩。全市综合配套推广实施深耕深
松整地面积达到 630 万亩以上、增
施有机肥生物肥地力培肥 330 万
亩，设立黑土地不同土壤类型耕地
质量长期固定监测点位 473 个，测
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面积 1200 万
亩以上。

“现在由专业保洁队伍打扫，环
境卫生整治常态化，老百姓都自觉
参与，村里的环境越来越好。”说起
村里环境的大变化，克东县润津乡
忠信村党支部书记刘敏对农村生活
垃圾第三方治理的做法赞不绝口。

截至目前，全市共排查改厕农
户 56265户，整改率 93.6%。新建省
级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试点项目 8
个，累计建成污水处理设施31个，新
建秸秆压块站 60个，累计达到 219
个，秸秆转化利用总能力超过 200万
吨。推进村庄清洁行动，组织开展

“整治提升攻坚战”“村庄清洁四季战
役”深入开展清洁行动，完成村庄绿
化2万亩，村容村貌显著提升。

强化农业科技支撑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党员志愿服务队协助全员核酸检测党员志愿服务队协助全员核酸检测。。
宋梓丹宋梓丹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姚建平姚建平摄摄

加快粮食销售。

封冻前封冻前，，秋整地全面推进秋整地全面推进。。

依安东方瑞雪糖业有限责任公司通过甜菜生产基
地规模化发展，带动农民增收、企业增效，拉动当地相
关产业协同发展。目前依安东方瑞雪糖业已进入生产
期，预计 2021 年可实现销售收入 8.7 亿元，实现利润
4500万元。

陈丹华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朱云峰摄

本报讯（董娜 吴昊 黑龙
江日报全媒体记者孙昊）年初
以来，齐齐哈尔市梅里斯区通
过持续深化推进“党建引领网
格治理”，加强社区网格化服
务，社区居民们感情更融洽，社
区的环境越来越好了。

今年梅里斯区充分发挥党
建引领作用，完善网格标准体
系，按照每个网格 150-200 户
的标准，规范划分网格 50 个，
选配网格长 50人，楼长 163人，
设立党员中心户 122 户，让社
区“握指成拳”。

“我们经常来到居民的身
边，慢慢地就和居民们都熟悉
了，他们有什么事情或者是诉
求都会和我们网格员说，这样
我们就及时地解决，社区居民
自然而然的就对社区更加爱护
了。”华丰社区第二网格党支部
书记汪淑芳介绍说。为强化网
格问需服务，巩固网格全面治

理，梅里斯区结合党史学习教
育，将“问需日”党建品牌进行
升级，深化党建“双报到”工作，
将 47家单位 332名在职党员划
入网格，依托社区“一站式”服
务大厅入户问需 3528户，帮助
解决问题 142件。

同时，该区组建群防群治
巡逻队，将物业管理部门和物
业公司、业委会等相关人员纳
入“居民网格群”，组织网格
长、志愿者采取“人盯人”的方
式关注孤寡老人、留守儿童情
况，搜集居民需求 960件，解决
群众急难愁盼 810件。他们还
设立“我为群众办实事”面对
面接待室，63个单位轮值到社
区接待群众，现场“接单”问题
100余个，为居民提供“进一扇
门，办所有事”的快捷服务，实
现基层党建和社会治理工作

“一网揽尽”，开启“智慧治理”
新模式。

梅里斯区

党建引领
加强网格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