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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摄 李东杰 张永刚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畅

营收34亿元，比上年增长47.83%，年度利润达2000万元——这是北大荒农服集团2021
年交出的精彩答卷。2021年，北大荒农服集团在加快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领域不断进行探
索创新，坚持以组建区域农服中心为“小切口”，布局农地运营、农资、种子、农机、农化五大
板块，积极探索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衔接的“大战略”，企业经济效益取得了历史性突破。

2022年，锚定行业领军的目标，北大荒农服集团计划实现营业收入70亿元、农地运营面
积5200万亩。

2021年实现营收34亿元，2022年计划营收70亿元

农服 向行业领军冲击

本报10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
记者李宝森）2021年是哈尔滨市极端
天气多发、频发的一年。10日，“2021
年度哈尔滨市十大天气气候事件”揭
晓，“历史罕见雨雪冰冻天气席卷冰
城”等10项天气气候事件入选。

1、跨年四次低温来袭，冷冬再现
冰城。

整个冬季（2020年 12月~2021年
2月）全市平均气温为-17.1℃，比历年
同期低1.3℃，为冷冬年。

2、隆冬降雪频繁，冬季多雪程度
居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第九位。

冬季降雪特别多，哈尔滨市各地
均被积雪覆盖，对净化空气和开展冰
雪旅游活动有利。

3、3月初超强寒潮造访，48小时
局地降温幅度超25℃。

4、3月中旬、下旬气温特高，全市
多条江河开江（河）日期较常年提前
5~10天。

5、春季多次出现强升温天气，多
地日最高气温突破历史同日极值。

6、6月1日尚志、阿城部分乡镇遭

遇龙卷风袭击。
7、7月气温创1961年以来最热月

记录，多地日最高气温连续 20 天超
30℃。

2021年 7月气温特高，全市平均
气温为 25.5℃，比历年同期高 2.9℃，
高温程度居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第1
位。

8、历史罕见雨雪冰冻天气席卷冰
城。

受高空冷涡和地面低压共同影
响，2021年11月7日~9日哈尔滨市出
现了大范围的罕见冰冻雨雪、大风等
多种灾害并发的极端天气，极端性强、
影响范围广。

9、11月末暴风雪天气如约而至。
10、初冬罕见高温、冬雨纷至沓来。
2021年 12月 5日~10日哈尔滨主

城区连续 6 天最高气温高于 0℃，为
1961年以来首次，其中哈尔滨主城区
9日白天最高气温 5.2℃，夜间最低气
温达到 1.5℃，仅低于 2018 年 12 月 3
日夜间最低气温（2.5℃），为历史同期
第2高值。

2021年度哈尔滨市
十大天气气候事件揭晓

“历史罕见雨雪冰冻天气席卷冰城”等事件入选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栾德谦）近日，佳木斯七旬农民陈永
江用雪堆雕出“和谐号”的小视频，走红网络。“在家没啥事，咱们生活在冰
雪的故乡，正好做个雪雕吧。往年我也做过动物，今年恰好赶上北京冬奥
会，就想做个和谐号，寓意是坐着高铁去北京看冬奥会。”陈永江说。

陈永江用雪堆雕出的“和谐号”。 佳木斯市东风区松江乡新民村提供

10 日，一场小雪过后，哈尔滨市建筑
艺术广场在雪中散发出独特的魅力。漫天
雪花飘飘洒洒，穿过光线，飘落在建筑艺术
馆的身上和周围，为它披上了一层洁白的
外衣。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郭俊峰摄

建筑艺术广场
美如画

近日，由哈尔滨市交通集团轮渡旅游
公司承办的“道外江畔冰雪欢乐景区”在哈
尔滨市道外区景阳广场江边开园。大滑
梯、雪地摩托、气垫船、公益冰场……很多
市民和游客来这里赏冰玩雪。

侯军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邱成摄

赏冰玩雪在江畔

北大荒农服集团的成立
就是为了围绕农业供应链金
融、生产标准化供给、农机融
资租赁、耕地全程托管、农机
共享服务等环节，提供农业生
产“供、种、管、收、储、运、加、
销”全产业链服务。将小农户
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发挥示
范带动、土地托管的作用，在
输出高标准种植技术的同时，
以服务带动农业投入品销售，
增强对周边区域辐射带动能
力。

2021年，通过土地托管、
跨区作业、技术服务，农服集

团实现农地运营面积 1080万
亩，带动农民 12万户，深入周
边乡镇技术指导超过 92 万
亩，有效助力地方农业发展，
为农民节本增收 6.4亿元，共
服务营销种子 2.3万吨、化肥
45 万吨、省外订单收购粮食
5000吨。

2021年，北大荒农服集团
围绕“战略”抓布局，形成“省
内 10家+省外 4家”的区域农
服中心全国性初步布局，并从
战略上破题，从农业社会化服
务、化肥、种子、农机和农化五
大板块组合出击、全面发力。

农服集团副总经理王翠贤
介绍，目前，农服集团已具备
60万吨以上化肥产能的基地
优势，50万吨单质化肥的购销
发运能力。与航天集团合资
合作后，可形成年产70万吨尿
素产能。佳木斯区域农服中
心已拥有打造国产高端农机
制造基地能力，同时，建立起
高标准绿色农药准入机制和
管控体系。各板块积极做好
资源整合的加法、降低生产成
本的减法、积蓄前进动能的乘
法、破除发展瓶颈的除法，持
续引领农服集团高质量发展。

抓布局：五大板块发力

“省内再造一个北大荒。”争
做中国第一的农业社会化服务
领军企业，是农服集团的终极目
标。

北大荒农服集团自成立之日
起，就牢牢地树立了一切为了农
民、一切为了“中国粮食”、一切为
了“中国饭碗”的理念。

传承“无私奉献”的北大荒精
神，打造农业社会化服务“北大荒
模式”：依托农业大基地优势，在
统营统销中为农民争取更多话语
权；积极组织“南车北调”、“垦车
外派”支援秋收生产；深入乡镇指
导农民科学种地，有效助力地方
农业发展……北大荒农服集团积
极为助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
裕，做出了一个又一个贡献。

2021年，农服集团在垦区内
整地面积达到 350余万亩，在垦
区外依托区域农服中心，实施农
业社会化服务面积达到 1080 万
亩次，玉米平均增产 200 斤/亩、
大豆平均增产 33 斤/亩，带动农
民 12 万户，为农民节本增收 6.4

亿元。农服集团真正扛起了农业
社会化服务带领农民赚钱、推广
现代化大农业的北大荒模式、推
动中国现代农业大步向前的使命
担当。

进入“十四五”发展新征程，
北大荒农服集团深入贯彻落实北
大荒集团党委确定的“依托垦区、
立足龙江、服务全国、走向世界”
总体目标，认真实施“232556”战
略体系，即“200 亿、3 步走、2 战
略、5板块、5支撑、6保障”，以组
建区域农服中心、推广“双控一服
务”模式为核心，努力成为新兴农
服行业上市企业。

农服集团将在“十四五”期
间打造成为营收超 200亿企业，
即农业社会化服务面积 3.6亿亩
次、营收 70亿元，化肥营收 60亿
元，种子营收 40亿元，农机营收
20 亿元，农化营收 10 亿元。再
添一把火、再加一把劲，北大荒
农服集团正在中国农业社会化
服务发展进程中不断书写着北
大荒印记。

定目标：省内再造一个“北大荒”

近日，省冰雪亲子运动会在哈尔滨体育公园开幕。共有来自全省各
地的近400个家庭参赛，每个参赛家庭队由一名家长带一个孩子组成。
在严格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每天200个家庭被分成八组，分批有序地
参与彩虹伞颠球、雪地袋鼠跳、萌娃传送圈、车轮滚滚、雪地拔河、雪地保
龄球、雪地毛毛虫、雪地足球等趣味十足、亲子参与性和互动性强的冰雪
体育项目。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郭俊峰摄

欢乐冰雪亲子运动会欢乐冰雪亲子运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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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堆雕出雪堆雕出““和谐号和谐号””

近日，哈尔滨市
道外江畔沿线雪塑、
冰雕、趣味“地灯”完
工亮相，市民在家门
口就可以赏冰乐雪。
在闯关东广场至滨洲
铁路桥沿线，道外区
园林管理局特别设置
了趣味“地灯”，亮黄
色的“麦穗灯”如闪闪
星光，搭配着小兔子、
小松鼠等小动物，成
为又一道别样风景。

黑龙江日报全媒
体记者 于海霞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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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荒模式北大荒模式

“农业社会化服务已经从
探索期逐步进入了成熟期，已
经迎来了农业发展重要的风
口，加入北大荒这个大家庭，
使我们这些想干事的人，真正
有了更为广阔的平台。”农服
集团农业科技总经理魏刚说。

2021年，北大荒农服集团
围绕“改革”抓创新，积极推进

“三项制度改革”，推进事业单
位改革。为增强农业社会化
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运营能
力，北大荒农服集团引入龙江
超越合作社创始人魏刚，通过

股份制合作进一步激发了企
业内生动力、发展活力、整体
实力，辐射带动地方发展。
2022年，北大荒农服集团所属
的农业科技公司预计在省内
开展社会化服务150万亩。

优化资金管理模式，完善
管理流程，进一步建立健全激
励机制，北大荒集团引入推进
新的经营管理模式，让每一个
员工多主动参与经营，成为主
角，主动参与经营选好人用能
人。一系列管理举措，撬动了
企业管理升级的支点。在人

才保障的加持下，集团市场运
营能力大幅提高，企业影响力
迅速提升，各项管理工作不断
完善。

农服集团深入实施国企
改革三年行动，突出抓重点、
补短板、强弱项，因时因势不
断将改革向纵深推进。通过
事业单位改革，解决了存续公
司发展面临的痛点和难点，存
续公司与区域中心一体化合
署办公，实现了改革路径更加
清晰、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战
略地位更加稳固的新格局。

拼改革：建立健全激励机制

农服集团已具备农服集团已具备6060万吨以上化肥产能的基地优势万吨以上化肥产能的基地优势。。

（上接第一版）3年来，牡丹江市
公安局指挥中心累计发布指令破案
63 起，提供线索 200 余条，救助群众
千余人，实现指挥调度速度和质量

“双提升”。
该中心当日值班长金志国介绍，

中心严格落实 24 小时值班制度，平
均每天接收近千个呼入电话。

快到场、快处置，让老百姓第一
时间就能见到警察，给他们提供贴心
救助。去年 11月 26日 15时 58分，指
挥中心接报一男子掉到月牙湖冰窟
窿的警情。接警后，各位接警员立即
反应，密切配合。杨菲通知消防救
援，郭彦青第一时间通知了 120，杜鑫
磊要到出警民警电话便于第一时间
了解现场情况，并调取视频监控查看
情况。16 时 15 分，该男子被成功解
救。

据指挥中心副主任赵鑫婕介绍，
中心每天受理的警情大致分为：火
灾、交通类，刑事、治安案件类，群众
报警求助类，社会联动类。这当中，
群众报警求助类警情占了很大比重。

平安牡丹江的背后，是无数个坚
守奉献的背影。110指挥中心的警员
们把工位当战位，365天周而复始，在
每一通电话里，守护每一个平安的日

日夜夜。只为“警情少些，案件少些，
老百姓对公安的满意笑脸多起来”。

平安建设无止境。近年来，牡丹
江市公安局指挥中心不断强化科技
赋能，推进技术革新、增量开发、迭代
升级，在完善功能贯通、系统融合、综
合集成的指挥调度系统基础上，进一
步研究搭建集多项功能模块为一体
的合成作战平台，并逐步延伸至市
局－县（区）公安局－派出所三级公
安机关，实现横向纵向全联通的一体
化作战。

如今，牡丹江市公安局指挥中
心不仅仅是百姓反映警情、畅通民
意的重要平台，更承担着警力资源
科学调配的重任。牡丹江市公安局
指挥中心搭建了更加高效的指挥体
系，建立起社会治安防控及情报指
挥安保维稳等级响应机制、“区域公
安警务协作机制”、社会治安防控联
合处置机制等。这些机制建立以
来，公安机关相继抓获犯罪嫌疑人
70余人。

一年来，牡丹江市公安局指挥
中心有效分流非警务警情 64493起，
12345市长热线转交 110报警服务台
涉警求助 1372起，处置火灾事故 107
起。

全联通一体化作战守护城市平安

本报10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
体记者刘欣）记者从省文旅厅获悉，
文化和旅游部于 10日公布了我国首
批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名单。第一批
名单共有 55 个街区，哈尔滨市道里
区中央大街步行街入选。

中央大街始建于 1898 年，汇集

欧洲 15 至 16 世纪的文艺复兴风格、
17世纪的巴洛克风格等西方建筑史
上最具影响力的建筑流派，有国家
授予的“建筑艺术博物馆”称号和联
合国授予的“联合国建筑成就奖”，
是游客到哈尔滨观光旅游的必到打
卡地。

哈尔滨中央大街入选
首批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

□贾春华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贾红路

近日，伊春市南岔县委宣传部
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为路径，组织文
联、科协、司法局、人民医院、龙江银
行等单位志愿者，在迎春乡振兴村、
南岔镇和平社区、县环卫服务中心
开展了 2022年迎新春“三下乡”活
动，给群众送去“年货礼包”，为即将
到来的春节抢先预热，增添年味。

南岔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三下
乡”小分队每到一处，都受到群众的
热烈欢迎。法律志愿者为大家宣传
讲解法律知识，解决具体问题；科普
志愿者给群众分发科普宣传资料和
挂图，讲解科技政策、科技新成果，

传授健康生产生活小知识、小妙招；
医疗卫生志愿者为群众义诊，发放
各种药品，宣传文明健康的生活方
式；三位书法志愿者现场挥毫泼墨，
笔走龙蛇，把散发出浓浓的墨香和
年味的祝福送到百姓手中。

活动当天，南岔县新时代文明
实践“三下乡”小分队发放科普、法
律、涉农类图书、挂图 650 多册
（幅），接受群众法律咨询 140多人
次，为150多名群众进行义诊，发放
价值 2000多元的降压类、感冒类等
多种药品 200多盒，为百姓书写新
春对联和福字300余幅。

春节期间，南岔县委宣传部还
将持续组织多支志愿者服务队，开
展多形式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南岔“三下乡”小分队
为百姓送去“年货礼包”

我为群众办实事

热闹的中央大街热闹的中央大街。。省文旅厅提供省文旅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