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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摄 杨杨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姚建平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年好景看春耕。
尽管室外寒意未尽，但春的气息已悄然来
临。在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温
室大棚里一片绿意盎然，秧苗破土而出茁
壮成长，温室里焕发出勃勃生机。

2月 28日，记者走进梅里斯镇大八旗
村达乡洋葱产业专业合作社，一股暖意扑
面而来，大棚内一派郁郁葱葱的景象。合
作社社员们正在洋葱育苗基地苗床间熟
练地除草、整苗，根据洋葱育苗对温度的
要求，对大棚进行放风，再有一个多月这
些绿油油的洋葱种苗将进行露天移栽。

“你看看，洋葱苗长势都挺好的，就是
温度变化让我很担心。”说话间，合作社社
员张秋香与梅里斯镇乡村经济发展服务中
心技术员刘炤民一起开始检查洋葱苗的生
长情况。这批洋葱苗关系到下一阶段春耕
生产和全年收入，张秋香侍弄洋葱苗尤为
精细耐心，特别最近一段时间气候多变、温
差较大，张秋香担心频繁的冷暖交替会给
刚刚揭膜的洋葱苗带来不利影响，因此特
意邀请技术员来进行技术指导。

刘炤民一边查看洋葱苗长势，一边向
记者介绍，这一段时间正是小春管理、大
春备耕的关键时期。农业生产目前还是
以选种、育苗等备耕作业为主。特别是洋
葱这种在 4月就可以移栽的经济作物，广
大种植户都特别关注自家洋葱苗的生长
状况。

洋葱的种植管理容易，经济效益明
显，洋葱收获后通过套复种白菜又可以增
加一笔收入，平均亩纯收入可达到 5500
元。试验证明，培育壮苗，是增产增收的
关键措施。

“我家的洋葱十多天就出苗了，现在
看出芽率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长势也挺
好。今年计划种植洋葱40亩，接下来就把
地收拾出来，购进化肥、地膜，就等到时候
移栽了。”有了技术员的指导，张秋香对今
年的春耕生产更有信心了。

张秋香说，今年是她加入合作社的第
八个年头，自加入合作社以来，她家洋葱的

销路问题解决了，再也不用自己东奔西走找销路了，社员
之间彼此交流种植经验，还有专业的技术员提供技术指
导，洋葱的收成也登上一个新台阶。

达乡洋葱产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颜世伟向记者介绍，
今年合作社计划种植洋葱15000亩，合作社还在富拉尔基
区、昂昂溪区水师营镇等地租用育秧大棚 300栋，全面满
足社员春耕育苗生产需求。

梅里斯区素有“中国洋葱之乡”的美誉，近年来全区在
推进农业现代化上持续发力，构建现代农业生产体系和现
代农业经营体系，持续抓实果蔬品种、品质、品牌优化提
升，特色经济作物面积稳定在 30 万亩以上（含套复
种）。以“大八旗洋葱”为代表的农业品牌持续发展，不
断延伸产业链，不断升级价值链，“言约菇娘”“笨奔福
猪肉”“翠花酸菜”“豆包姐姐”等一系列农产品质量提
高、生产效益增加、市场竞争力提升，为民族区乡村振
兴发展注入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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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冯乐行 裴英琳 黑龙
江日报全媒体记者孙昊）日前，克山
县召开产业项目建设暨招商工作表
彰奖励大会。10名先进个人、18家
企业及单位代表登台领奖，奖励金
额达 393万元。据了解，克山县已经
连续三年重奖招商先进单位和优秀
招商引荐人，奖金总额超 1000万元。

2021 年，克山县委县政府千方
百计抓招商，共签约项目 18个，签约
额 28.9 亿元，实际利用内资 22.2 亿
元、外资 306万美元。国电投发电、
云鹰马铃薯、牧原和万润生猪、华源
大豆、鸿景粮贸等大企业纷纷落户
克山。

该县依托招商企业牵线搭桥、
引进同类企业及上下游关联企业，
实现由点扩面以商招商。通过润力

公司股东介绍，成功引进新疆欧亚
公司入驻克山县轻工产业园，建设
纸箱包装、皮革制品和地毯生产 3个
子项目，并同步规划二期汉麻车内
饰、彩塑包装项目。利用与广东对
口合作交流的有利契机，克山县与
深圳深水海纳集团签订了总投资 5
亿元的静脉产业园项目，建设园区
供排水、污泥资源化利用等 5个打捆
项目，已有 2个开工建设。

眼下的克山，云鹰马铃薯项目
安装生产线 2条，建成 5万平方米气
调库 2座，一期全粉加工项目投产运
营；华源大豆项目大豆压榨、组织蛋
白生产线正式投产……当地主导产
业正持续壮大。在项目建设中，克
山县充分发挥专班作用，为企业提
供“保姆式”服务，推行“容缺审批”

“承诺即开工”审批模式，创优营商
环境。县纪委在 28家企业设立营商
环境监测点，及时发现解决破坏营
商环境问题，建立常态化机制。

人才是产业发展的核心动力。
2021 年，克山引进产业人才 60 人，
成立克山县上海“招商引智工作服
务中心”“人才工作站”，为县域经
济聚势赋能、增添动力。为强化人
才支撑，他们与东北农大、华源食
品三方共建无腥味大豆技术创新中
心，助力高附加值功能性大豆食品
配方研发，解决了种子技术“卡脖
子”难题。

2022 年，克山县将围绕主导产
业和重点项目，高标准谋划、高质量
推进，着力在产业链上下功夫，为县
域经济后发赶超奠定坚实基础。

克山连续三年奖励
招商先进逾千万元

近日，齐齐哈尔禹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新研发的奶牛药
浴机器人投入牧场使用。该公司十余年来专注于畜牧装备制
造与研发，探索国内技术更新，突破了国外设备垄断，逐步由
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型。下一步，企业还将陆续研发推料
机器人及挤奶机器人。

闫美艳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姚建平摄

本报讯（刘廷禄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朱云峰）近日，中
车齐车集团齐车公司收到非洲之星铁路运营公司发来的表彰
函，高度赞扬齐车公司肯尼亚维保项目团队在蒙内铁路车辆
检修任务中提供的优质服务和取得的突出成绩，对公司大力
支持海外维保业务表示感谢。

表彰函中提到，2021年为全面完成我方年度检修任务，
贵公司及时增派维保人员逆疫前行、全年无休，圆满地完成了
货车段修1019辆，货车临修627辆，发现并处理各类货车故障
6608件等工作，确保了铁路货车运营的绝对安全，充分展示
了贵公司维保团队的大局意识和职业素养。在我方组织的滞
外人员集体回国工作中，贵公司及时组织成立专人团队，合理
调整人员行程，全力配合我方回国工作方案的推进，确保包机
回国工作有序开展。在此，特向贵公司维保团队予以表彰，并
感谢贵公司对维保团队的支持。

据了解，齐车公司肯尼亚维保项目于 2017年启动，承担
了肯尼亚蒙内铁路车辆10年期维保业务，主体负责蒙内铁路
全部 1620辆货车的列检、临修、段修、设备保养等工作，是公
司推动出口货车全寿命管理，开展的首个货车海外市场修车
服务业务。在维保业务开展过程中，项目组积极推进属地化
建设，为蒙内铁路实现安全运营 1676 天提供了可靠保障。
2021年，公司“肯尼亚蒙内铁路全寿命周期维保服务”项目作
为中国铁路货运领域唯一一个海外整建制、一站式维保服务
的经典成功案例荣获中国服务实践案例奖。

齐车公司收到海外表彰函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朱云峰）日前，齐齐哈尔
进民影视制作有限公司报送的作品《扶贫是党交给我的使命》
在第十五届小康电视节目工程暨“新时代小康纪实影像征集
典藏活动”中获得短视频类优秀作品奖。

据了解，该活动由中国文联、国家乡村振兴局、中国电视
艺术家协会、国家图书馆共同举办。活动面向全国重点征集
党的十八大以来反映全面小康这一伟大历史进程的优秀纪录
片作品，并将部分精品力作纳入国家图书馆进行典藏，该作品
也是我省唯一获奖作品。

视频拍摄者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齐齐哈尔市电影
电视家协会副主席张涛动情地说，从事影视制作拍摄 32年，
走遍了齐齐哈尔的城市与乡村进行拍摄，自从党的乡村振兴
战略实施以来，目睹了一个个往日贫困的村镇走向富裕，作为
民营文化企业负责人，希望能不断用影像记录龙江农村的翻
天覆地变化。

扶贫电视片获国家级大奖

本报讯（陈丹华 王木超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孙昊）春
节过后，依安经济开发区内北纬47绿色有机食品产业项目就
已复工建设，全力开展钢构施工。

2022年，依安县加快落实“千亿级生态特色产业集群战
略合作”项目，全力建设有机食品产业集群，叫响北纬47°黑土
有机食品“第一县”品牌，打造生态有机转换的“依安模式”。

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100亿元以上，建设3.18平方公里
有机食品产业园、200万亩有机食品种植基地、4.5万头有机牧
场和新能源项目，形成千亿级有机食品产业集群。目前，园区
内土地平整、园区道路、公用工程管网、园区动力设施以及配
套服务区内的基础设施项目正在建设，进场工人约400人，投
入大型机械设备80余台。北纬47鲜食玉米加工车间，预计3
月25日完成围护结构，6月30日完成设备安装调试，7月10日
建成投产。

此外，在依安县太东乡，黑龙江依安瑞信达牧业有限公
司，现代化、生态型4.5万头奶牛标准化规模养殖基地正在开
工建设。

据依安县太东乡党委书记费日山介绍，投资7.5亿元的依
安瑞信达万头奶牛有机牧场于 2021年 10月开工建设。为抢
抓工期，今年春节后，施工单位克服气温低、冻土层厚等不利
因素，按施工工序陆续复工，确保11月中旬竣工投产。

工人进行钢结构安装作业。
宋燕军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姚建平摄

依安绿色有机食品项目复工

技术人员与合作社社员察看洋葱苗长势。

稳粮扩豆早动手备春耕
3月1日，在拜泉县

长春镇同利现代农机种
植专业合作社里，社员
们冒着初春的寒风，克
服天气困难，抢抓农时，
提早动手，检修农机具、
选购种子和化肥，一项
项备耕工作正在有序进
行中。今年合作社将采
取扩大大豆种植面积，
选取优质品种的方法，
加大成方连片种植模
式。

当前是备春耕的关
键时期，齐齐哈尔市聚
焦稳粮扩豆的工作目
标，坚持“抗灾害、抢农
时、提标准、保春种、夺
全苗”的总体要求，针对
今春“春脖子短”，备耕
时间紧的情况，抢前抓
早，超前谋划，多措并
举，以早动争主动，加快
备耕进度，提高备耕质
量，各地备春耕生产全
面启动预热，赢得备春
耕生产主动权，为全年
农业生产奠定坚实基
础。

□王长海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姚建平

齐齐哈尔市坚持两个导向，科学调优种
植结构。坚持政策导向、市场方向，通过手机
平台、微信、召开恳谈会等形式，帮助农民算
账，分析市场需求、解析国家政策，引导农民
合理确定种植意向，提早将种植计划落到地
块，确保粮食播种面积不减。2022年，全市
计划粮食播种面积 3467 万亩，比上年增加
4.9万亩。其中，玉米 1544万亩，水稻 557万
亩，同比分别减少 285 万亩、4.8 万亩；大豆
1275万亩，增加283万亩。

在地处依安县的黑龙江正品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里，村民们已经开始购买种子化肥进
行备春耕生产准备。公司总经理王一龙介
绍，今年和往年相比有所不同，一是农民单独
购买的人变少了，团购的人变多了；二是购买
普通化肥的人减少了，购买有机肥的人增多
了。截至目前，公司已经接到各类订单 4000
多吨，比往年同期增长了30%，其中有机肥增
长了50%。

依安县按照“黑土地保护利用工程”相关
要求，确定了“生态县、有机粮、建设高端食材
供应大厨房”和“全域规模经营、全域生态、全
域有机”的发展目标，倡导村民开展“低碳生
产”，大力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鼓励施用
有机肥和农家肥，在增强土壤肥力、降低种地
成本的同时，不断增加农民收入。

齐齐哈尔市各县（市）区积极推行“农资
菜单”，加快农资储备下摆。针对农资价格上
涨的实际，分析研判供需变化，组织农资生产
经营企业提早调配货源，加大农资调运和储
备，保证生产需求。同时创新下摆措施，继续
推行“农资菜单”服务，通过乡村微信群、电视
台宣播等方式将“菜单”发放到农户手中。截
至 2 月 28 日，全市种子储备 9.6 万吨，下摆
10.5万吨，占需求的63.4%和52.3%；化肥储备
36.8万吨，下摆 12.9万吨，占需求的 52.3%和
18.3%。

种植早定向种植早定向
农资快下摆农资快下摆

齐齐哈尔市创新服务方
式，积极筹措春耕资金。金
融部门创新方式方法，持续
优化信贷服务，创新金融产
品，推行手机 APP 微贷，推
广“地押云贷”“三资云贷”等
信贷产品，加大春耕贷款投
放力度。

全市备春耕总需资金
117.9亿元，目前已筹措 83.4
亿元，占需求的 70.7%，其
中，农民自筹55.2亿元，金融
贷款28.2亿元。

全市加强基础建设，强
化农业指导服务。本着创新
模式、提升质量、强化效果的
培训思路，统筹各类培训资
源，利用广播、电视、互联网
等信息传播载体，特别是大
专院校、科研院所、农技推广
部门的培训网络、微信群、快
手等新媒体，开展远程农业
技术培训，指导农民利用冬
闲时间及早进行农机具检
修。全市已培训农民 12 万
人次，答疑解惑 1.6万人次；
检修农机具20.54万台，完成
计划的46.4%。

随着春耕的开始，克山
县 108家生资企业已将所需
农资运回入库约 90%，下摆
生资 7.01万吨，占生资总需
比 64.4%。全县现已落实春
耕生产资金 12.55 亿元，其
他资金缺口通过金融贷款、
余粮销售和赊购农资等方
式解决。

贷款力度大贷款力度大
培训渠道多培训渠道多

拜泉县以稳粮增豆为重点，
围绕品种结构、品质结构，调好、
调顺、调优农业种植结构，扩大
大豆种植面积，实现稳粮增产增
效。全县现已落实大豆面积 261
万亩、玉米面积 92.5 万亩、其它
作物面积 10.1万亩；全县已购进
农用物资 9.7 万吨，农用机械已
全部检修完毕。

齐齐哈尔市强化粮食管销，
加快农民余粮变现。围绕管好
粮、销好粮，指导农民采取码垛
子、上栈子、搭楼子等办法加强
粮食保管，确保粮食不发生霉变
和虫鼠害损失。引导农民抓住
粮食市场价格好的时机，不盲目
惜售，及时销售手中粮食，加快
余粮变现，加快春耕生产进度。

抓好大豆扩种是今年一项
重大工作，齐齐哈尔市委市政府
把粮食生产特别是扩种大豆作
为重大政治任务牢牢抓在手上，
市委常委会专题听取全市大豆
扩种工作情况汇报，市政府成立
由分管领导为组长的全市大豆
扩种工作专班，组建由市农业
技术推广中心、省农科院齐齐
哈尔分院和克山分院等单位农
业专家组成的市级大豆生产专
家指导组，为全市大豆扩种提
供组织保障和技术支撑。各县
（市）区采取多种措施做实做
细，把大豆生产指标分解落实
到了县、乡、村和地块，实行精
准计划、精细管理。全市落实
大豆面积 1275 万亩，超省下达
任务 64万亩。

抓粮食管销
促春耕生产

选 购 新 型
农机具。

宋燕军 黑
龙江日报全媒
体记者 姚建平
摄

北京冬奥
会在“冰球之
城”齐齐哈尔
刮起冰雪运动
旋风。在龙沙
公园劳动湖冰
面冰场上，两
名冰球少年在
教练指导下苦
练冰球技术，
尽享冰球运动
带来的乐趣。

宋 燕 军
黑龙江日报全
媒体记者 姚
建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