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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企业在龙江

□文/摄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曲静

寒冬凛冽，齐齐哈尔克山华源大豆产
业园却一派繁忙：封闭的实验室内,科研人
员正在同东北农业大学教授就大豆育种
进行远程通话；生产车间里，机器 24小时
全天运转，生产出的产品远销德国、意大
利、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而在华源大
豆种植示范基地，被白雪覆盖的黑土地正
在等待着春天的播种……

这家企业为何选择落户克山？董事
长吴章祝表示，因豆结缘。

2020年，吴章祝被疫情隔离到了克山
县并得知东北农业大学在无豆腥味大豆
培育和功能新大豆开发有很多成果，但科
技成果转化落地还存在一些困难。

3月的黑龙江乍暖还寒，一个宏大的
计划在吴章祝的脑海中形成，在黑龙江投
资构建生产型实体企业。他判断：有机、
绿色是黑龙江农产品的一张名片，并被
外商所看中，但加工能力弱，产业链短。
同时，黑龙江农业的科研实力也很强大，
缺少的是将科研成果转化的实力和市场
经验。

“高蛋白大豆之乡”，这是一个金字招
牌，它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个大豆品种，更代
表的是这里的土地更适合种植大豆的特殊
品种，同时更意味着借助资本和市场的力
量，有机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吴章祝通过
合作伙伴的介绍，与克山县委县政府领导进
行了沟通，在见面会上，他把自己开发功能
性大豆全产业链的初步计划向县委书记和
县长做了介绍。当地政府部门的真诚热情
与务实的招商态度，最终让他下定了投资
的决心。

为了减少投资者的投资成本以及增强
经营信心，克山县提出创新性的招商方案：华源大豆产业园
项目所在地原是一个闲置长达10年的烂尾工程，克山县政
府与华源公司对地上厂房、办公楼及土地使用权进行评估
作价，政府产投公司占股 49%、华源公司占股 51%，成立合
资公司，共同打造集种子研发繁育、素食品加工、小品种蛋
白生产、无腥味大豆研发为一体的全链条产业。

另一方面的对接也同时进行。吴章祝与东北农业大学
进行进一步沟通，商谈成果转让、合作开发大豆新品种等事
宜，很快，一次投资近千万元的合作框架完成了。合作包括

“一种脂氧酶双缺失与 7S球蛋白双缺失”无腥味大豆专利
的转让、委托培育新品种协议、在克山基地成立“东农华源
大豆产业技术创新中心”等。

截至2021年末，华源农业（黑龙江）有限公司种子繁育
基地达到4000亩，国内繁育试验田分布在海南、山东、黑龙
江，总面积达到6000多亩。公司已完成固定资产和技术购
买资金投入1.5亿元。占地12万平方米的华源大豆产业园
项目一期工程已全部竣工，组织蛋白、休闲食品和饲料级有
机豆饼等生产线投产。二期建设正在紧锣密鼓推进中，项
目全部建成投产后，年均可加工大豆 20万吨，实现产值 10
亿元，税金1.5亿元。

说起未来，吴章祝充满信心，无腥味、降三高、高维生素
的功能性大豆是大豆产业的未来趋势，作为大豆创新科技
型企业，华源集团瞄准功能性大豆全产业链，对未来的发展
规划是三年上市，五年产值实现20亿元，叫响克山“中国素
食之乡”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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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孙铭
阳）近日，省工信厅出台《黑龙江工业和信息
化产业招商手册》（以下简称《招商手册》），
结合我省“大招商、招大商，大引资、引大资”
热潮，围绕我省重点培育的 15 个千亿级产
业，将产业发展概况、招商重点和投资机会
清单等编印成册，为投资者提供参考。

《招商手册》包括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产
业、交通运输装备产业、汽车及零部件产业、
电力装备产业、玉米加工产业、水稻加工产
业、肉类加工产业、乳制品产业、石墨及深加
工产业、钢铁产业、有色金属产业、石油及石
油化工产业、煤及煤化工产业、生物医药产
业和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等 15个重点培育
千亿级产业的相关信息，明确阐释了相关产
业的发展基础、发展重点、园区载体、产业链
图谱和投资机会清单。

《招商手册》还介绍了部分市（地）工业
和信息化产业招商引资促进政策。

@广大投资者
龙江15个
千亿级产业在这里

□王文婷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雪地

近年来，牡丹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不断
强化作为全省对接“一带一路”先导区地
位，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借助保税物
流中心、符拉迪沃斯托克口岸优势，打通

“中外中”“中外外”陆海贸易大通道，打造
龙江向南和对俄日韩开放窗口，形成全方
位、多层次、多元化的开放合作格局。

日前，中俄跨境农牧业产业百亿集群
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牡丹江粮源科技
有限公司挂牌成立。公司将在牡丹江保税
物流中心建起年产能100万吨的饲料加工
厂，将俄罗斯自有园区生产的玉米、大豆、
豆粕，回运至牡丹江保税物流中心进行加
工，产品全部销往国内自有牧场。

牡丹江万鼎乳业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
介绍：“俄罗斯当地的玉米价、大豆价优势
很明显。从运输距离上，牡丹江保税区最
近的绥芬河口岸只有 170多公里，利用东
北亚大通道的优势把国外优质的饲料原材
料运到保税区进行加工，可以享受保税区
的一系列优惠政策，放大了牡丹江作为毗
邻边境地区的保税区的优势。”

近年来，牡丹江企业先后在俄罗斯投
资建设的省级以上境外园区 13 个，涉及
农业、林业、牧业等。作为中国在俄罗斯
经营规模最大的境外木业园区，有效填补
了因东北地区国有林场停止商业性采伐
出现的市场空白。“合作区主要以木材的
采伐加工烘干和木材半成品为主，年木材
回运量保持在年 100万立方米以上，为我
省木材加工企业所需的原料提供了有力
的保障。园区计划下一步与牡丹江经开
区合作，利用现有的厂房水电设备等基础
设施优势共同建设仓储库房烘干塔和纸
浆化机浆等生产线，同时由园区收拢各种

重要物资，包括粮食、板材、煤炭、纸浆等
回运至牡丹江港进行集散分拨，目前已
经完成粮食木材进口合作框架协议的签
署。”俄罗斯龙跃经贸合作区总经理曹嵩
说。

牡丹江市鼓励相关企业积极扩大俄
罗斯木材、粮食、海产品等商品进口规模
和数量，在境内开展精深加工，不断延伸
跨境产业链条，加快推进产业集群崛起。

2021 年 12 月 28 日，牡丹江市三家家
具生产企业将价值近 371 万美元的实木
家居产品存放在牡丹江保税物流中心 3
号库内，等待合适的船期出口欧美。

“企业通过属地申报将生产完的货物
先行进入保税物流中心，企业可以先行拿
到退税，然后到有船期或者是说有这个实
际出口需求的时候，从保税区里直接发至
大连港进行装箱运抵，这样为企业节省了
时间成本，也缓解了企业的资金压力、仓
储压力。”牡丹江新远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运营总监杨明昕介绍。

随着东北亚物流大通道立体运输体

系的形成，牡丹江作为“中蒙俄经济走廊”
“龙江丝路带”的重要战略支点、我国欧亚
经贸大通道的枢纽站，对俄沿边开放的桥
头堡和枢纽站的地位将愈加凸显。牡丹
江经开区副主任张向利接受采访时表
示：“园区内一些重要的工业原料源源不
断地运回国内，加工后再运到符拉迪沃
斯托克口岸输入到日本、韩国。通过海
运模式再到长三角、珠三角，节省了大量
的运费。”

未来，牡丹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将继
续发挥地处东北亚地理中心的区位优势，
引领全省对外合作向俄罗斯西部和欧洲
延伸，提升东北亚区域经济活力。不断加
强与俄、日、韩商贸合作，促进各国加工产
业项目落地；围绕哈尔滨打造东北亚金三
角经济圈，提高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综合承
载能力，提升重大载体平台的开放能级，
推动东北亚经济循环发展；继续打造国家
重要工业原料进出口集散中心，优化配置
国内外资源和市场，加快构建国内国际经
济双循环的国际开放合作新格局。

牡丹江经开区

全方位多元化开放窗口等你来

项目优势：该项目位于红光乡太平岛，景区地处
县城与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之间，包括岛上和岛下两
部分。利用太平岛对岸现有12公顷建设用地，打造
出集休闲娱乐、会议会展、森林康养、文化体验、品茗
垂钓、餐饮美食等功能于一体的度假景区。

项目建设内容与规模：主要建设环岛休憩区、生
态观光体验区、自驾车露营区、康养文化休闲区、健
康检测中心等；建设精品民宿区、阳光会议中心（酒
店）。

项目建设周期：2年
预计总投资：3.3亿元
联系单位：嘉荫县招商引资服务中心 张磊
联系电话：18645898766，0458-2621800

嘉荫县向阳乡雪水温村湖羊
标准化规模养殖小区建设项目

项目优势：雪水温村耕地有寒地黑土的特质，粮
食产量高，周边村屯养殖户较多，具有丰富的养殖户
资源和养殖经验，建设湖羊标准化规模养殖小区 1
处，可有效形成科学化、标准化、集约化为一体的湖
羊项目。

项目建设内容与规模：利用雪水温村原小学
15000平方米场地，改建养殖厂房、建设青储饲料加
工存储间、化粪池、消毒室、污水处理池。

项目建设周期：1年
预计总投资：1亿元
联系单位：嘉荫县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站 张爽
联系电话：13895933111,0458-2622301

嘉荫县
太平岛旅游度假区项目

缺什么，引什么。什么弱，引什
么。贵州省充分激发在外黔商、务工
人员、高层次人才的乡土情结，利用商
协会等平台，围绕各地主导产业找准重
点区域和目标企业，开展精准招商。在
一系列以商招商、以企引企举措的推动
下，全省产业大招商工作呈现“氛围浓
厚、结构优化、稳中提质”的良好态势，
市场主体对营商环境的获得感和满意
度不断增强。在今年已举办的系列活
动中，超过1000家优强企业参加会议，
进一步扩大了贵州“朋友圈”。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贵州新
聘任50名营商环境义务监督员，重点
强化营商环境目标任务分解调度，针
对营商环境中的难点、痛点，提出解决
措施，全力建设国内一流营商环境。

信息来源：企业家日报

以商招商
扩大“朋友圈”

齐齐哈尔紧盯冰雪产业链
末端和价值链顶端发展赛事经
济。“一节两季”实现常态化，自
2017年设立冰球节以来，全市
已连续举办6届冰球节、8次冰
球季活动，鹤城国际冰球邀请
赛已成为常态化品牌赛事。期
间吸引国内外百余支球队参
赛，其中 2019年夏季冰球季邀
请赛参赛队伍规模、赛事热度
均创历年之最。

冰雪赛事多样化，每年举
办 100 余项各级各类冰雪赛
事，成功打造从市一级到国际
级、从休闲活动到专业赛事的
全年常态化赛事活动体系。期
间包括广大冰雪爱好者逾百万
人次来到鹤城参与冰雪运动、
体验活动，直接带动了旅游、餐
饮、住宿、交通消费达10亿元。

冰雪赛事市场化，坚持
“从市场引机制，向市场要效
益”，在与黑龙、奥悦、威玛仕、
CCM等企业继续保持合作的
基础上，吸引国际冰球装备知
名品牌TRUE、国内知名企业
中国飞鹤、矿泉水企业雪鹤的
持续加入，不断推进赛事商业
化运作。

近日，中国飞鹤与齐齐哈
尔 U12 冰球队签约达成战略
合作，出资赞助冰球队发展。
飞鹤积极投入体育运动建设，
筑牢体育基础教育之基。2019
年，齐齐哈尔、北京两地举办飞
鹤杯冰球交流赛，全面推动青
少年健康成长。

齐齐哈尔市体育局还创办
了全国首个跨城市青少年冰球
联赛——北方冰球联赛，赛事
由 TRUE 冰球装备赞助，由

“六直播”网络直播平台现场直
播赞助。星空夜跑季哈尔滨银
行独家冠名赞助。

面对未来发展，齐齐哈尔
将围绕“冰球之城”特色城市名
片，升级打造国际冰球名城，力
争齐齐哈尔冰雪体育产业总产
值年均增长率保持 15%以上，
到2025年，实现产业规模30亿
元。通过持续“大招商、招大
商”，进一步推动冰雪人才培养
基地、冰雪赛事承办基地、冰雪
文化旅游胜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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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亮擦亮冰球之城冰球之城名片名片
□文/摄 王宇佳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姚建平

奥悦碾子山国际滑雪场迎来2021-2022年度运营季首滑，2022“北汽杯”青少年冰球邀请赛激战正酣，冰球节拉开帷
幕……近年来，通过招商引资，齐齐哈尔市体育产业得到了长足发展，基础设施逐步完备，冰雪赛事品牌影响力不断提
升，冰雪装备制造业技术规模提档升级。

齐齐哈尔“冰球之城”品牌叫响国内外，荣获“亚洲最佳冰球城市”“2019年冰雪交流积极城市”等称号，被国家、省列
为“国家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黑龙江省冰雪体育产业基地”。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
山。齐齐哈尔全方位的招商
引资，让体育基础设施不断
提档升级。

奥悦碾子山国际滑雪场
地处齐齐哈尔市碾子山区
4A级景区兴安山风景区内，
景区高海拔 505.7米。项目
由北京奥悦冰雪旅游投资有
限公司兴建，总投资 3亿元，
开发建设了奥悦碾子山国际
滑雪场、大黑山户外旅游和
滑雪学校、游客集散中心
等。7 条雪道各有不同，雪
场配有戏雪区、教学区、缓冲
区、雪圈道，每年滑雪季都吸
引了众多滑雪爱好者前来体
验雪上风驰电掣的乐趣。

在齐齐哈尔高新区，投
资 4亿元的奥悦国际冰球馆
主体工程正在加紧建设。这
个项目是由齐齐哈尔奥悦冰
雪旅游投资有限公司承建的
一座集办公、培训、竞赛、表
演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国
际化场馆。冰球馆按照国际
甲级冰球馆标准建设，鹤城
人终于有了在全国处于领先
水平的冰球馆。

在建设国际冰球馆同时，
奥悦公司还在加快建设冰雪
运动公园项目，其中包括冰球
培训学校、运动员公寓、游泳
馆、接待中心、商业设施等综
合性国际冰球运动综合体，累
计总投资将达到1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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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齐哈尔市体育局局长
汤朝龙说：“鹤城百姓喜爱冰
球毋庸置疑，但是篮球、足球
和乒乓球，同样在鹤城有着深
厚的群众基础。”

招商让齐齐哈尔的全市
乒乓球大奖赛升级为全国“双
鱼杯”全民乒乓黄金大赛黑龙
江省分区赛。汤朝龙曾与广
州双鱼体育用品集团有限公
司积极洽谈合作，几经周折终
于促成了这项赛事移师到鹤
城。历经三载，这项体育赛事
成功“生根开花”。

2021年 4月 27日，齐齐哈
尔市体育局以“齐齐哈尔市冰
雪体育（运动）产业招商推广”
为主题，联合斯迈夫体育展览
会，通过网络上演了一场体育
产业招商盛宴。央视网体育、
搜狐体育、新浪直播等20余个
直播平台同步进行，累计观看
量达8万人次以上。通过此次
直播，齐齐哈尔市体育局与黑
龙江冬季体育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威玛仕运动用品有限公
司分别签订合作协议书，成功
吸引了四川投资者到鹤城建
设冰球主题咖啡馆。

招商引资还推动齐齐哈
尔“冰球之城”品牌建设逐步
进入精品化阶段，鹤城冰球市
场商机被深度挖掘，催生出诸
多冰球主题场所，包括酒店、
咖啡馆、烧烤酒吧、“冰上艺术
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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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带你看园区

看板招商

奋力奔跑。
本报资料片

生产车间生产车间。。

牡丹江港区俯瞰规划图牡丹江港区俯瞰规划图。。 图片由受访单位提供图片由受访单位提供

冰球比赛现场冰球比赛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