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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韩波

实施五常大米
产业提升工程、实
施工业振兴行动、加
快推动数字经济发
展……2022年，五常
市以加快高质量发展
为主题，砥砺新征程，
向全国百强县目标进
发，聚力打造龙江县
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增
长极、国际稻米产业
发展合作中心、全国
县城新型城镇化建设
示范中心、黑吉两省
区域协调发展枢纽中
心，逐步形成“一极三
中心”发展格局，奋力
谱写山更秀、水更清、
米更香、人更和、经济
更强的现代化五常建
设新篇章。

引领龙江稻米产
业高质量发展，五常
市将深入实施五常大
米产业提升工程。坚
持保护五常大米“地
形好、积温好、水质
好、土壤好、品种好”
的“五好”特性，做精

“品种、品质、品味、品相、品牌”等
“五品”，五常市将持续推进稻米产
业走向标准化、产业化、集团化、品
牌化、国际化，实现“农民增收、企业
增效、财政增税、消费增信、品牌增
值”的“五增”目标，进而推动五常大
米产业健康发展。

实施水稻良种提升战略，五常
市计划投资800万元，开展水稻品种
研发，提纯复壮五优稻四号，扩大有
机水稻种植面积，推广古法耕种和
病虫害统防统治、纸膜覆盖等绿色
技术，落实统防统治面积 100 万
亩。完成“溯源中国·稻乡五常”数
字平台建设，做好品牌价值评估。
延伸五常大米产业链条，推进碎
米、米糠、稻壳等精深加工产业发
展。拓宽销售渠道，深化与互联网
平台企业战略合作，围绕北上广深
等重点城市，完善线上线下五常大
米官方旗舰店布局。

全面提高农业质量效益，五常
市强化农业综合能力建设，计划投
资 3.4亿元，实施牤牛河治理、冲河
治理、龙凤山灌区续建配套、高标准
农田建设项目。加快种植结构调
整，扩大蔬菜、两瓜等经济作物种植
面积，将新增绿色有机水稻种植面
积50万亩。发展大果榛子、道地药
材等林下经济，扶持发展庭院经济、
田园旅游、农事体验等新兴业态。

精心谋划产业项目，五常市将
围绕“十四五”规划，精准把握振兴
东北老工业基地、乡村振兴战略等
政策，抓住深哈合作契机，争取一批
重大项目纳入省、哈尔滨市计划。
强化统筹调度，全力推动重大项目
建设，力争九鼎风力发电、宗亚铁矿
等项目开工建设，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德润生物质、安邦生物、大牧人
等项目投产达效。

围绕“百亿级园区”目标，提升
开发区承载能力，五常市将制定“一
年晋位、三年翻番、五年变样”三步
走计划，将开发区打造成项目建设
主战场。依托绿色食品加工、生物
医药等优势主导产业，优化工业配
套体系，打造特色优势产业集群。

五常市将加快推动数字经济发
展，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
为构筑现代产业体系新支柱聚力蓄
能。实施“上云用数赋智”行动，引导
企业实施“设备换芯”“生产换线”，创
建智能工厂和数字化车间4家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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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韩波 王志强

为加快建设哈牡次
中心城市，新的一年，尚
志市将扛稳粮食安全重
任，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
展，推进乡村振兴。同
时，将以更实举措壮大产
业项目根基，构筑县域经
济新支撑。

落靠粮食安全政治
责任，尚志市将提升粮食
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
能力。全面实施“田长
制”，确保粮食种植面积
稳定在 310 万亩以上，粮
食总产量稳步提高。深
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
于技”战略，优化调整种
植结构，建设高标准农田
13.2万亩、黑土耕地保护
示范区 126 万亩，实现土
地全程托管面积50万亩、
绿色有机认证面积 25 万
亩。发挥中国（尚志市）
树莓种质资源圃等项目
示范作用，推进种质基地
建设。

落实乡村产业振兴
扶持办法，尚志市将提升
特色农业优势，做精做优
特色种植业，做大做强畜
牧业。食用菌栽培达到
8.9 亿袋、浆果种植达到
5.3万亩、中药材种植达到
3.5万亩、蔬菜种植达到 6
万亩、大榛子种植达到3.3
万亩。重点推进天邦曾
祖代猪全产业链、尚鹏祖

代鸡全产业链、现代牧业一期万头奶牛
标准化养殖场、极地寒牛养殖、哈尔滨东
润莱肉鸡养殖、海宁思齐之家种貂养殖
基地等项目建设。

发力实施乡村建设，尚志市将开展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分类
有序推进厕所革命，农村生活垃圾收转
运体系稳定运行率、分类治理率均达到
100%，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 25%，
使用清洁能源取暖农户比率达到 25%，
清洁村庄覆盖率达到100%。

强化“招商为要、项目为王、园区为
本”理念，尚志市将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压实“链长制”，进一步完善产业链招商
专班作战体系。建立乡贤人才库，瞄准
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发达地区，组
织尚志籍外埠企业家，利用“云招商”“云
推介”方式，实现远程、高效招商对接，力
争实现全年新引进千万元以上项目 20
个，项目协议额50亿元。

加强产业项目建设，尚志市将压茬
推进尚志抽水蓄能电站、亚布力抽水蓄
能电站和国能龙源分布式光伏等项目建
设，着力打造清洁能源百亿级产业集
群。充分借助国药集团影响力，积极招
引医疗器械企业，加速形成医药及医疗
器械百亿级产业集群。加快建设亚布力
生物质热电联产、广瀚秸秆生物天然气、
德之润寒地太阳能供暖设备、寒地新型
装配式建筑材料产业园等产业项目，形
成储备一批、开工一批、投产一批的良性
循环发展格局。

强化园区引擎功能，尚志市将投资
8520万元实施经济开发区基础建设及配
套工程，完成尚智新经济物流产业园市
政基础设施建设。力促蒙牛乳业完成技
改升级，年产值实现20亿元。坚持“一企
一策”，问政于企、问需于企、问效于企，
全面落实扶持政策和联系帮扶制度。加
大临规企业扶持培育力度，实现新增规
上工业企业5家、限上商贸企业1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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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波

放 大 玉 米 、大
豆、生猪国家地理标
识产品优势，向农产
品资源转化要效益、
要发展，2022 年，巴
彦县将深耕三大产
业链，持续推动乡村
振兴战略实施，推进
高质量发展，为打造
粮食生产现代农业
区、畜牧产业现代标
准示范区以及绿色
农产品加工新高地
夯实产业基础。

坚持“两头两尾
主导”不动摇，巴彦
县将县域经济振兴
的基石牢牢筑在产
业上，聚力打造巴彦
标志产业，力争实现
规上农副产品加工
业产值占规上工业
总产值比重提高 10
个百分点。

全力打造玉米
产业链，巴彦县将以
燃料乙醇、食用玉米
等为龙头，牵起玉米
深加工产业链。进
一步围绕食用酒精、
白酒、生物发酵、玉
米粉、饲料等实施精
准招商，争取落地建
设。确保玉米深加
工产业实现产值 30
亿元以上，消化原粮

120万吨，把巴彦打造成哈尔滨玉
米深加工全产业链基地。

全力打造大豆产业链，巴彦县
将推动八旗粮油大豆蛋白素肉系
列食品加工项目如期投达产，雨禾
田豆制品加工项目开工建设。以
优质大豆蛋白粉为依托，继续定向
引资，充实大豆产业链品类。力争
大豆深加工新增产值 3亿元以上，
让巴彦告别优质大豆低端产品的
时代。

全力打造生猪产业链，巴彦县
将以打造“饲料—育种—养殖—屠
宰—肉食品加工—副产品加工”
的全闭合生猪产业链条为目标，
规划建设生猪加工产业园。依托
万润等龙头企业，重点在肉罐制
品、风味食品加工及猪毛、猪血、
猪肠衣等副产品深加工上，多方
引进项目，争取肉罐制品、肠衣加
工等在谈项目落地建设，叫响巴彦
绿色生猪品牌，确保实现产值 30
亿元以上。

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巴彦县
将完善物流基础设施，建成电子商
务示范中心，整合入驻邮政、快递
企业 10户以上。支持电子商务进
农村综合示范县建设，70个农村电
商网点全部实现运营，农产品网络
零售额同比增长 15%。深入挖掘
旅游资源，启动龙江民居试点村建
设，大力发展民俗文化旅游业。

持续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提升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
能力，巴彦县将完成新建高标准农
田 4 万亩，黑土地保护 4.7 万亩。
三大作物播种面积稳定在 340 万
亩。加强乡村建设。投资 8.5 亿
元，启动实施中线公路建设，同步
实施沿线村容村貌提升工程；改造
农村公路 24.3公里、危桥 17座；改
造农村危房 170户；建设小型污水
处理厂，配套实施分支管网和厕所
改造 2613 户。推进菜园革命，打
造 10个菜园革命示范村。结合农
村产业发展，打造 10个乡村振兴
重点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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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白云峰

新的一年，通河县将继
续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推进
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
创新为根本动力，全面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产业振
兴工程、生态提升工程、三
产兴县工程、幸福宜居工
程，全面建设“现代农业基
地、低碳工业园区、山水旅
游胜地、幸福宜居家园”，推
动经济社会各项事业高质
量发展。

以招商引资为突破口，
通河县将发力推进县域工
业高质量发展。把招商引
资作为重要引擎，加快县域
工业振兴，大力发展生态工
业，实现由农业种养为主向
农业工业并重的转型升级。

强化招商引资，开展以
商招商、定点招商、补链延
链招商。抢抓绿色低碳产
业发展机遇，争取落地20万
千瓦风电项目。推进在谈
项目落地，力争引进重点产
业项目10个、总投资20亿元
以上。加快项目建设，力促
彩桥米业、中储粮仓储等签
约项目早开工，翰宜生物
质、龙能二期等续建项目早
投产。服务通河油田项目
正式投产，当年开采石油

1.75万吨以上，实现县本级税收分成超百
万元。全年开复工省市级重点产业项目 7
个。培育骨干企业，支持百家得、树利等企
业增资扩产。扶持临规企业，力争新增规
上企业3户。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通河县将不断提
升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以农民增收为核
心，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
民富裕富足。

坚持现代化大农业发展方向，通河县
持续提升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
系和社会化服务体系，稳步提高农业综合
生产能力。加快实施农业“三减”工程和黑
土地保护工程，全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和高
质高效水稻示范区建设，稳定粮食综合产
能。着力提高“通河大米”品牌影响力，建
设种子研发繁育推广基地，实现种产加销
环节“六统一”，推广“龙虾稻”“蟹稻”有机
种植，新建高标准农田7.5万亩。发挥国家

“大榛子产业标准化示范县”和“全省中药
材种植产业强县”优势，加快发展林下经
济，新增大榛子面积3000亩、北药8000亩，
食用菌增至9000万袋。

加快服务业健康发展，通河县将推动
产业优化升级，瞄准现代物流、电子商务、
金融等领域下功夫，加快推进现代服务业
发展。依托“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
县”优势，大力发展农业农村电子商务，建
设覆盖县、镇、村三级的快递配送服务体
系。全力发展旅游经济，依托良好的生态
旅游资源，努力打造全域旅游目的地，叫
响“山水田园秀、幸福宜居城”旅游品牌。

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通河县将加快城乡建设步伐，
着力打造宜居宜业的生活环境。在获评

“全国村庄清洁行动先进县”基础上，继续
深入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加快特色小镇、美
丽乡村和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建设 4个乡
村振兴示范镇、20个示范村，以点带面整
体打造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力争通过三年
创建，获得“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荣誉，
创造宜居宜业生产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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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强

推动高质量发展，
聚焦打造哈尔滨东部绿
色农产品精深加工基
地、亚麻医药特色轻工
之城、长寿文化康养体
验之乡、乡村振兴全域
生态推广示范区，2022
年，延寿县将突出产业
发展，催生高质量发展
动能；突出改革开放，增
强高质量发展动力；突
出乡村振兴，巩固高质
量发展基础，推动全面
振兴全方位振兴。

抓项目扩投资，激
发新动能，延寿县将推
动农牧光储一体化示范
基地项目、循环经济产
业园、风电、饮用水、2万
吨黑米加工等重点项
目。建设中草药种植基
地，种植黑果腺肋花楸
1000亩，发展大榛子套
种艾草、刺五加5000亩。

抓招商增后劲，延
寿县将聚焦培育主导产
业，推动优势产业向产
业链、价值链高端攀升，
全力以赴大招商、招大
商，力争年内签约亿元
以上项目 5个。跟踪推
进四星级宾馆、杂粮和

黑稻种植加工仓储、甜玉米深加工、婴
幼儿谷类辅助食品加工、大榛子、林业
碳汇等重点线索项目签约落地。抓消
费提活力，加快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
和多样化升级，聚集消费人气，释放市
场活力，让消费“暖起来”、让市场“旺起
来”、让发展“快起来”。

推动改革开放，延寿县将优化政务
审批服务，实施政务服务大厅异地新建
项目，实现“多门”变“一门”。加快推进

“互联网+政务服务”体系建设，补齐
“最多跑一次”“网上办”短板，“跑一
次”事项比率达到90%以上，“不见面”
审批事项比率达到50%以上。建立健
全政务服务“好差评”系统。推进社会
信用体系建设，建立农村宅基地管理
信息平台，完善农村宅基地管理、流转、
使用制度。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延寿县将严格落实“四个
不摘”要求，稳定现行帮扶政策，完善防
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健全农村社会保
障和救助制度，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
返贫底线。持续加大就业帮扶、产业帮
扶等力度，稳步推进脱贫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推进农业产业。新建高
标准农田5万亩以上，全县作物种植面
积稳定在175万亩，三大作物优质品种
率达到95%以上，粮食产量稳定在13亿
斤左右。

以获批全国农业社会化服务创新
试点县为契机，延寿县将加快推进农业
生产托管，发挥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
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用。夯实加信镇
全国农业产业强镇建设，大力发展黑米、
糯米产业，带动周边乡镇促农增收。

统筹乡镇和村庄规划布局，延寿县
将打造富有特色、承载乡愁、体现现代文
明的美丽乡村。接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提升，实施6个乡镇排水管网设施
及污水处理站建设项目，新建5座污水
提升泵站，铺设污水管线28.5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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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白云峰

2022年，木兰县将
主动适应新形势、把握
新要求、找准新定位、落
实新任务、打造新优势，
持续在高质量发展上实
现新突破，在促进共同
富裕上迈出新步伐。

注重项目申报与招
商引资相结合，木兰县
全力在抓产业项目上取
得新成效。突出项目
牵动，加快推进立项、
环评、用地审批等前期
工作，完善政府投资项
目储备三年滚动计划，
力争全年列入项目 100
个以上；实施省百大项
目 1 个以上，市重点产
业项目 2 个以上，推进
县重点项目 10 个以
上。强化招商引资，结
合资源禀赋精准招商，
力争签约招商项目 7
个，引入资金 5 亿元以
上。加快天兆肉食屠
宰加工项目入驻进程，
多元化推进岩拓新型
石材加工等产业项目
建设。

强化特色资源优
势，木兰县将在推进乡
村振兴上取得新成效。

调优水稻、玉米、大豆三大作物结构，
优质品种覆盖率达到90%以上；新建高
标准农田7万亩，完成大果榛子基地建
设 2073亩、发展药用灵芝 10万袋，发
展黑果花楸470亩、中药材4765亩；加
快推进100万头生猪屠宰加工厂、40万
吨饲料厂和3个养殖场建设，建成1个
标准化肉牛养殖基地；探索“种养加
销”“全产业链”“社企合作”等发展模
式，力争新增100家300亩以上家庭农
场，做到产业主体留在乡村、价值链收
益留给农民；建设美丽乡村，加大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力度，持续推进公共基
础设施向村覆盖、向户延伸，完善农村
物流快递、移动通信、供电供水等功
能，提高生产生活便利度。

深化“放管服”改革，木兰县将在优
化营商环境上取得新成效。探索组建县
行政审批服务局，推行“前台综合受理、
后台分类审批、统一窗口出件”审批模
式，建设“24小时不打烊”自助服务大厅，
推进“一网通办”实现网上政务服务向基
层延伸，提升企业群众办事便利度。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木兰县将在生
态文明建设上取得新成效。持续加大
秸秆禁烧、原煤散烧、扬尘管控等整治
力度，巩固提升环境空气质量。完成
白杨木河二期治理项目，巩固提升流
域环境。启动城市生活垃圾转运站
项目，引导居民自觉进行生活垃圾分
类和垃圾定时投放。

聚焦群众切身利益，木兰县将在
保障改善民生上取得新成效。改善办
学条件，建设县高级中学等5所学校相
关项目。力争新增公共租赁住房 200
套，基本解决城区低收入家庭住房困
难。改造老旧小区24个、小区二次供
水 34个。改造城区供热老旧管线 4.5
公里，保障第二热源稳定使用。改造
老旧污水管网 1.78公里，建设雨水泵
站 3座，改造雨污合流管网 3公里，基
本消除城区易涝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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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出施工图 迸发大能量

县域高质量发展 今年这样干

2022年，是哈尔滨市各县（市）新一届政府履职的起步之年。在
日前先后结束的各地“两会”上，聚焦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加快推进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政府工作报告中的重要
内容。结合未来五年发展目标，新的一年，如何走出

一条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结构更优、优势充分
释放的振兴发展之路，各县（市）纷纷亮出“施工

图”，体现新担当、展现新作为，聚力让
“小身躯”迸发大能量，推动县域经
济高质量发展。

尚志抽水蓄能电站效果图尚志抽水蓄能电站效果图。。 本报资料片本报资料片

延 寿 大 棚 朝 天延 寿 大 棚 朝 天
椒椒““映红映红””特色产业特色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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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收的喜悦丰收的喜悦。。张民生张民生摄摄

通河低碳工业园区。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志强王志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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