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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我省正自上而
下积极解决这道“题”。

政策方面，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
出，要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放在更加
突出的位置。作为农业大省，我省也积极
作出回应，新举措不断，其中之一就是深
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以“粮头
食尾”“农头工尾”为抓手，推进农产品精
深加工，打造农产品产业集群；日前更是
出台《黑龙江省推动工业振兴若干政策措
施》，明确支持绿色有机农副产品精深加
工产业发展。显然，发展大豆产业链延伸
进入黄金期。

同时，各地市也已经行动起来。海伦
市农业农村局局长姚宏伟表示，今年将通
过招商引资引进企业来到本地建厂，助力
当地大豆深加工；黑河市除建立农产品加
工全产业链招商引资机制外，还将做大做
强现有产业，如五大连池的种业、嫩江的
加工企业等，同时将大豆冰淇淋等产品作
为提升附加值的突破口，助力大豆全产业
链发展。

如何破解资金难？李杨认为，目前，豆制品分离蛋
白产业链延伸后的加工中心主要以山东为主，而品牌
建设和销售团队的“狠角色”在广东省，作为原料基地，
我省可以通过顶层进行设计和沟通，与其他两地形成
区域联合，“三强联手”共同制定项目方案，吸引投融
资。

推动数字技术赋能则是提升原粮销售价格的手段
之一。据了解，目前我省因缺少大数据平台支撑，各地
未能清晰地将大豆种植品种分类，销售主流仍是散户，
没有形成规模。

李杨建议，农业农村有关部门应建立大数据库平
台，将各地大豆种植品种进行归类，让购买方在大数据
平台上一目了然地了解各地市大豆种植详情，最终形
成大宗商品，形成合力销售，以赚取更大利润。

提高大豆自给率事关粮食安全。
扩种大豆是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的重要
内容。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今年
我省大豆种植将达到 6850 万亩，比
2021 年增加 1000 万亩以上，力争总产
量达到 170亿斤。积极的扶持政策，让
农民种豆积极性空前高涨，大家更盼望
着丰收后能卖个好价。

“卖好价的关键是提高大豆附加
值。产业链越长，大豆的附加值越高；
产业链越向高端攀升，产业体系就越强
壮，市场竞争力随之强大，对乡村振
兴发展的助力作用也就越明
显。”东北农业大学教授李杨
说。

巴彦县红光乡丰裕村今年种植
大豆5000亩，预计产量在200万斤左
右。该村的大豆蛋白含量在 40%以
上，质量没的说，单从卖豆上说，售价
还不算低，但村民也都有小小的遗憾
——一种一收一卖，一年就过去了，
终究赚的还是小头儿。“与深加工
产品比起来，原粮价格还是低。”该
村党总支书记于云波有个振兴小村
的大豆梦：开个加工厂，把大豆真正
的价值都“榨”出来，都留在村里！有
了好产业，村民也就不用出去打工
了，才能真正实现乡村振兴。

大豆深加工产业链到底能延伸
多长？最终会产生多少附加值？带
着这样的问题，记者走进了黑龙江省
绿色食品科学研究院（国家大豆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中心内双螺杆挤压机前，3名科
研人员或在进料、或在查看参数和
产品状态。超高压均质机旁，科研
人员则在调整蛋白质性质……据
悉，该中心承担了国家和省里多项
重点科研攻关项目，如韩天富首席
科学家领导下的“十四五”现代农业
产业技术体系、“十四五”国家重点
研发专项“大宗油料绿色加工及高
值化利用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示
范”“科技助力大豆种植与功能型豆
乳粉加工关键技术一体化集成创
新”等；此外，中心还与省内外知名

企业进行深度合作，将科技成果转
化落地。

“近年来，大豆深加工与副产物高
值化已经逐渐趋于系统化与结构化，
延伸出来的商品近千种。”李杨同时也
是这个研究中心的主任。他介绍，大
豆分为传统和工业两种加工方式。前
者分为发酵和非发酵，主要做成腐乳、
酱油、豆腐、腐竹、干豆腐等，目前南方
很多乡村企业实现了产业化生产，既
降低生产成本，又能提高产量。

工业加工方式则是产业链延伸
的关键。榨油后的豆粕要脱溶才可
进一步加工，脱溶分为高温脱溶和低
温脱溶。“高温使豆粕中蛋白质变性，
只能成为饲料。饲料作为产业链终
端，价格与市场其他饲料价格相差无
几，最好的饲料价格也只比原粮价格
高出1.2~1.3倍。”

低温脱溶则是关键中的“王
道”！李杨说，低温脱溶后蛋白没有
变性，一种可做成浓缩蛋白，主要作
为精细饲料，或是添加到食品中作
为营养强化剂；另一种则是分离蛋
白，功能强、用途广，是很多食品中
不可或缺的添加剂。做到分离蛋白
这步，大豆价格能翻 10倍；再延伸，
可以制成食品类或其他用途的大豆
蛋白肽，用途广泛，衍生产品也随之
增多，此时价格则翻到大豆价格的
100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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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黑河市、绥化海伦市等
地市调查走访中，记者了解到，有
的企业在我省一些大豆主产区开
设工厂，其中不乏知名产品，但目
前工业化全豆制品深加工止步于
豆粉，且效益较为突出的企业屈
指可数。此外，我省榨油企业产
生的豆粕，受技术条件限制，只能
采用高温脱溶，所以豆粕只能用
作饲料，产生效益不高。

业内人士表示，低温脱溶技
术在山东等省已经非常成型，但
建设分离蛋白厂和浓缩蛋白厂需
要投入上亿元的资金。由于投资
大，又缺少有效融资手段，所以一
直没有企业建厂；产业链延伸越
长，利润点越高，产品销售压力也
越大，正因此需要更加专业的销
售团队，但我省缺少这类人才。

黑河市农业农村局产业科科
长王恒永表示，目前我省企业龙
头带动作用不够显著，以黑河为
例，油脂加工企业虽多，但规模
小，布局分散，没有形成上下游全
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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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江市：

筑牢织密
防返贫防护网

近日，同江市同江镇按照
省、市、县防止返贫动态监测集
中排查工作要求，全面开展“大
走访、大排查、大摸底”活动，及
时了解群众生产生活具体情况，
通过强化领导学习、加强动态监
测、定期开展督导等筑牢织密防
止返贫致贫防护网。

同江镇召开防返贫动态监
测工作部署会议，通过集中、分
片区培训，共培训180人次，提升
网格员业务素质和能力。在全
面排查走访过程中，驻村工作
队、村两委、帮扶责任人详细了
解农户情况，核查是否有返贫和
致贫风险，围绕重点人群，建立
完善台账管理，利用防返贫监测
大数据平台，持续巩固脱贫成
效。乡村振兴工作站全员下沉
到村，常态化对各村防返贫动态
监测工作进行指导。

下一步，同江镇将继续完善
落实防返贫工作动态监测机
制，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和强力
有效的措施筑牢“防线”、紧盯

“红线”、兜住“底线”，确保脱贫
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工作有效
衔接。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见习记者 梁金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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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
员并参加联组会时指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把确保重要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供给作为首要任务，把提高农
业综合生产能力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

总书记

乡村振兴谈

黑龙江省汤原县永发乡的
王金山是一名打捆机机手，一直
给别人“卖手腕子”，去年下定决
心买了两台德沃圆捆机，开启了
自己的秸秆跨区作业之旅。

“5月我直接把机器拉到安
徽和江苏，先干了一个月，9月末
又干了一个月，回到东北老家继
续干秋秸秆。一般电厂收捆包
200元一吨，除去运费和装车成
本，一吨能剩 125元。平均到一
包，大约能赚30多块钱。平平常
常一天能打 600多包，草好地块
连片的时候一天一宿能出 1000
多包，活好时候一天赚两三万块
钱是没问题的。”赚了钱的王金
山信心更足了，“今年作业季又
要开始了，活也都定下来了，先
去‘关里’干，8月份再去外面干
俩月，完事回黑龙江接着干。”

“近年来，我们德沃集团紧
跟乡村振兴发展步伐，积极响应

‘万企兴万村’政策号召，以全自
动智能打捆机为载体，通过‘秸
秆创富’的产业模式，不断拓宽
农户创业新渠道，输出增收新动
能。”黑龙江德沃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董事长韩宏宇介绍，“随着
科技赋能产业，农机创富的故事
将越来越多，未来会有更多像王
金山这样的新农人，凭借国家政
策和企业助力，依靠农机实现共
同富裕的梦想。”

小小打捆机
拓宽致富路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见习记者 梁金池 码上端详

本报讯（刘喆 黑龙江日
报全媒体记者刘莉）初春的哈

尔滨，乍暖还寒，但在哈尔滨市香
坊区幸福镇园艺种植基地的大棚

里，一株株黄瓜、草莓、生菜、樱桃、君
子兰郁郁葱葱，长势喜人。
“园艺种植基地建设于 2020年，2021

年正式投入使用，共有日光果蔬种植温室
30栋，全部进行统一管理、统一种植，统一指
导，统一销售，村集体年纯收益达50余万元。”
幸福镇园艺农工商公司党支部书记杜利民说。

近年来，幸福镇聚焦乡村振兴，创新工作思
路，经过不断摸索实践，在幸福镇园艺种植基地
探索出一套集“高端品牌战略、科学品质化种植、
分包+合作”的生产经营模式，通过进一步加大
扶持引导力度，扩大科学化、产业化种植优势，大
力发展现代大棚种植产业，辐射带动乡村振兴、
群众增收致富。

未来几年，幸福镇还将继续围绕乡村产业
振兴目标，加快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改变
传统种植模式，培育特色优势产业。一方面
以温室大棚产品为主线，通过招商引资等
途径打造农产品深加工等产业，不断增加
农产品附加值。另一方面，结合地域优
势，开发果蔬采摘旅游线路，以点带面
拉动镇域乡村旅游产业。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荆天旭摄

一颗豆价值有望一颗豆价值有望 翻 倍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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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人员正在研究科研人员正在研究
大豆深加工大豆深加工。。

黑龙江省绿色食品科学研究院黑龙江省绿色食品科学研究院（（国家大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大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科研人员正在对大豆改性进行研究科研人员正在对大豆改性进行研究。。

盛开的君子兰花盛开的君子兰花。。

花房中君子兰花盛开花房中君子兰花盛开。。

嫩绿的黄瓜长势喜人。

科技助春耕
种地更轻松

省政府1号令

蔬菜郁郁葱葱蔬菜郁郁葱葱

龙江大豆如何变“金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