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书记

谈 乡村振兴

一线动态

刚孵化出来的鹅宝宝。
刚孵化出来的鹅宝宝
。

持续做大“鹅经济”

5

习近平总书记 2019 年 4 月 16 日在解决
“两不愁三保障”
突出问题座谈会上指出：

饮水安全有保障主要是让农村人口喝上放心水，统筹研究解决饮水安全问题。国家有
统一的基本标准，但各地情况不一样。各地执行时要结合实际进行把握，不能一刀切。

我省多地想方设法解决一屯一井水质难保证、缺
资金无人看管等难题，保障农村集中供水率和自来水
普及率均超过 95%，全国领先

让村民
这仨县打个样儿
这仨
县打个样儿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
见习记者 梁金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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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佳木斯市汤原县竹帘镇新发
村诚信孵化厂，
20 台装满种鹅蛋的孵化
机排列整齐、
嗡嗡作响，
孕育着新生命。
近年来，竹帘镇科学谋划，精准引
导，结合本地资源，鼓励和扶持农户发
展大鹅养殖，养殖户依托“孵化-养殖销售‘一体化’”大鹅产业，不出村就实
现了增收致富。
“这已经是今年第六批
种蛋了，预计还有三四批，已经孵化了
30 万只鹅雏，选购的品种 30 天就能出
壳，70 天到 90 天就能出栏，春耕后买鹅
雏，秋收前卖大鹅，种地养鹅两不耽
误，全村仅养鹅年收入就能达到 250 万
元。
”新发村支部书记焦焕高兴地说。
焦焕介绍，2022 年，孵化厂将进一
步扩大规模，预计投资 60 万元用于扩
建厂房，
增加孵化设备 20 台。
图片由受访单位提供

□文/摄 李刚 李芳菲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玉玺
走进兰西县奋斗镇光明村村民王
文友家中，庭院干净利落，王文友正在
水龙头前接着自来水，准备洗菜做饭。
“看看这水龙头流出来的水，就是比井
里打的水清亮！饮水工程可真是为咱
老百姓造福的好工程！”王文友笑着说。
民以食为天，食以水为先。农村饮
水安全是重要的民生大事，全方位提升
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是实施乡村振兴的
重要内容。2016 年至今，全省水利系统
落实各级资金 78.66 亿元建设的农村饮
水工程，正通过星罗棋布的乡村水厂和
紧密交织的供水管网，为 1200 万农村
居民输送干净、卫生的饮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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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友在自家水龙头前接自来水。
王文友在自家水龙头前接自来水
。

嘘，这片蔓越莓还在“睡懒觉”呢

龙药基地。
龙药基地
。

校地共建龙药基地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
见习记者 梁金池
佳木斯市桦南县大八浪乡积极探
索发展村级特色产业，深化校地合作，
携手佳木斯大学科技园签约建设规范
化、
示范性龙药基地。
大八浪乡结合实际，选定在检草
沟村建设龙药基地示范田，以种植百
合为主的中药材产业作为种植业调整
的突破口、乡村振兴的新途径，着力打
造龙药基地在大八浪乡落地生根。
佳木斯大学科技园为基地提供专
家技术团队，
对中药材种植、
田间管理、
采收等环节提供技术指导，
为村民提供
中药材标准化种植作业技术培训，
为基
地提供所需生产物资，
包括种子、
肥料、
农药等，
为龙药基地在大八浪乡做大做
强提供坚实基础和智力支撑。
目前，基地建设已初具规模，6 个
品种的百合种子已完成浸种消毒，种
植工作在稳步进行当中。
图片由受访单位提供

基础设施不完善
兰西县：
供水联网送清水

？

王文友烧了一壶从水龙头接出来的
水，纯净透明。他喝了一口，咂吧着嘴
说：
“自从用上了自来水，
再也没土味。
”
“以前没集中供水的时候，我们吃的
都是井水，水灰突突的，还有一股土味。
到了洗衣做饭的时候，都发愁！”王文友
回忆说。喝上清澈的自来水，成为光明
村村民共同心愿。
让村民们从“喝上水”到“喝好水”，
这一转变是从兰西县实施农村饮水安全
工程开始的。
兰西县水务局副局长吴梓强介绍，
“以往全县用水大多是一屯一井或是多
屯一井，用水比较困难，基础设施也不
完善，水质难以保证。对此，我们建设
规模化集中供水厂，对单井单屯、单井
多屯及小自然屯进行联网，集中联片供
水。”
2017 年至 2018 年，兰西县加快农村
饮水安全工程建设，累计投资 1.4 亿元，
所有自然屯全部通上自来水，实现了农
村饮水安全全覆盖。
王家琦是在饮水安全工程建设时期
来到奋斗镇当副镇长的，对于如今村民
们用水情况的改变，他深有感触：
“ 之前
农民吃水很费劲，家家户户的小水井都
打的不深，有污染还不安全。现在全镇
两个供水厂，每天为 4000 多户村民提供
干净、卫生的自来水。到了农耕、秋收时
节，会提前到 4 点左右供水，极大改善了
村民们的生活质量。
”
记者从省水利厅了解到，2016 年至
2021 年，全省累计完成农村供水工程建
设投资 70.66 亿元，巩固提升 16775 个村
屯、930 万农村居民饮水保障水平。农村
集中供水率和自来水普及率均超过了
95%，在全国居领先水平。

供水站没人看没钱管 ？
绥滨县：
“3+1”
筹资解决资金难题
2009 年，
绥滨县北岗村建起了村级供水站，
1100 多人用上了自来水。但由于缺少管护资
金，
供水站没人看管，
几年的时间里出现了
“锰砂
长期不换”
“供水时间不稳定”
“水厂环境脏、乱、
差”
等问题。村民家中水龙头流出来的又是浑浊
水，
用水难再一次成为了村民的烦心事。
2019 年，绥滨县水务局组织专业技术人员
经过现场查勘了解情况，
通过使用整合资金新建
了供水厂房。副局长吴建泉表示，
“为了保障村
民用水安全，实行企业化管护制度，要求企业按
照标准化水厂对厂区内外卫生环境进行管理。
”
“之前的供水站因为资金问题导致无人看
管，新的水厂建好了，水厂后续的维护、设备检
修、人员费用的钱该从哪来？”这个问题让供水
站经理陆书海犯了难。
经过绥滨县水务局与供水站的共同争取，
管护经费终于有了找落。陆书海介绍，
“我们在

2019 年末实行了管护经费分摊制，主要由三部
分组成，县财政支持一部分，村里按每亩地 1 元
钱交一部分，村民每人每月 3.5 元的水费算作最
后一部分。
”
“对上争取、社会融资、整合资金”和农民自
筹的“3+1”筹资模式，有效解决了绥滨县饮水
工程建设资金难题。如今，县里完成了 81 处供
水厂供水站、157 个村屯管网的更新改造和新
建任务，实现了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屯屯通”
“户
户通”
，农村供水普及率达到 100%。
据了解，2021 年，黑龙江省完成农村饮水
工程维修养护 4450 处，累计投入资金 7238 万
元，379 万人受益。
“ 我省已落实今年的中央和
省级农村饮水工程维修养护经费，对各类农村
供水问题全部纳入维修养护范围，及时做好维
修养护工作，全面保障农村供水工程良性运
行。
”省水利厅农村水利水电处处长王智勇说。

人为管理不到位水质不稳定
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
智慧水务平台全程在线监管
“现在打开手机就可以实时掌握各处工程
运行情况，
非常方便！
”
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水
务局水利技术服务中心主任王伟华说，2021 年，
水务局研发智慧水务软件系统和手机 APP，
搭建
起智慧水务平台，
从满足用水户需求和标准化管
理的要求出发，
实现在线计量、
实时监控、
净水消
毒及反冲洗的全自动智能管理，
彻底解决了因人
为管理不到位造成的水质不稳定问题。
“通过智慧水务平台，我们可以及时发现和
有效处置各类问题，
提高供水能力。
”
王伟华表示，
通过智慧水务系统远程监测控制现场制水工艺，
进行自动化生产，
确保安全运营的同时无须人员
值守，
不仅提高了水质，
还大大降低了成本。
为了建立起长效的监管机制，杜尔伯特蒙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
见习记者 梁金池
日前，五大连池市和平镇利民村
对本村闲置大棚进行规划利用，全面
开启
“菜园革命”
。
五大连池市和平镇利民村谢雪
春家的种植大棚里，整齐的花苗枝繁
叶茂，万寿菊、百日草、矮牵牛花等幼
苗生机勃勃，绿意盎然。这是谢雪春
第一年种植花苗，花卉大棚总面积达
1000 平方米。目前，共育有 20 万株花
苗，可增收 16 万余元。
近年来，利民村鼓励农户充分利
用自家庭院、房前屋后的空地资源，
搞起了庭院经济种植，不仅提高用地
的利用率，又能为村民拓宽致富路。
目前全村种植大棚共 30 余栋，总面积
达 2.4 万平方米，预计户均增收 3 万余
元，累计带动村民 150 人次致富增收。
图片由受访单位提供

黑木耳科技研发

古族自治县成立全县农村饮水服务站和乡村级
供水管理公司，全面落实属地主体责任、行业部
门监管、供水单位运行管理的机制，形成总部监
控、分级负责、市场化运作、社会化监督的运行
方式。
2020 年 4 月，黑龙江省以省政府名义出台
了《黑龙江省农村供水工程运行管理办法》，提
出有运行管理任务的 119 个县市区要落实地方
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供水单位运
行管理责任等
“三个责任”
。
王智勇表示，下一步，黑龙江省将全面推动
城乡供水一体化、农村供水规模化和小型工程
标准化改造，打造一批农村规范化水厂，持续推
进维修养护，稳步提升农村供水保障水平。

发掘培植生产加工型、种养循环型、智慧农业型等

省农科院携手 18 个村

打造多种发展样板村
□文/摄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梁金池
20 日，科技支撑乡村振兴示范村共建签约
仪式在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举行，全省 17 个县
市 18 个示范村与省农科院相关院所签定合作
协议。据悉，省农科院将发挥自身科技优势，
助力全省打造乡村振兴示范村，依托示范村辐
射推动全省乡村振兴工作高效有序开展。
“通过与省农科院合作，我们合作社获得
了实实在在的收益。”说起科技促增收，木兰宝
赢大豆专业合作社董事长张宪武深有体会，
“大豆研究所的专家给我们带来了良种和良
法，其中高油、高蛋白品种的种植，让我们去年

增收 200 多万元。今天我作为木兰县吉兴乡建
新村的代表，与省农科院签订了乡村振兴示范
村合作协议。我相信通过后续产业链的打造，
再加上科技的加持，我们村的发展一定会越来
越好。
”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刘娣
介绍，科技支撑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项目将在
全省不同生态区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
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体要求，突出
科技在推动乡村振兴过程中的支撑作用，推动
乡村全面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
见习记者 唐海兵

？

小院里生机勃勃。
小院里生机勃勃
。

小庭院变增收园

东宁黑木耳
何以享誉全球？

签约现场。
签约现场
。
接下来，省农科院将在全省发掘培植生产
加工型、种养循环型、智慧农业型等多种发展
样板村。通过推广高产、高效系列品种技术，
在具有发展基础和带动作用的村开展全方位
示范指导，培养依靠科技实现增收的主力军。
实施农产品加工业升级工程，将省农科院相关
专利技术优先在示范村应用。实施农业品牌
创建工程，打造优势农产品品牌。在制约农业
可持续发展领域开展技术示范及推广，实施黑
土地保护利用工程，推动农业废弃物科学有效
利用，
打造生态友好样板村。

东宁黑木耳作为国家级地理标志品牌
享 誉 世 界 ，被 中 外 客 商 誉 为“ 天 下 第 一
耳”。小黑木耳究竟有何神奇之处，记者近
日探访黑木耳之都东宁市，
一揭其谜底。
东宁黑木耳形如弯月、色如墨玉、鲜嫩
味美、营养丰富，具有超高的营养价值。同
时也是重要的药用菌。
东宁森林覆盖率高达 85.3%，为黑木耳
栽培提供了大量的优质原料；充足的日照
及紫外线杀菌，赋予了黑木耳颜色黑、杂菌
少等优良品质；冷凉型气候、昼夜温差大的
特点使黑木耳内营养物质积累丰富；而且
东宁境内河流众多且无污染，为黑木耳养
殖提供了充足的天然矿泉水。
自 2002 年起，
东宁市按照
“建基地、
育市
场、创品牌”
的战略思路，
持之以恒推进黑木
耳产业，
使东宁成为全国乃至世界知名的黑
木耳生产大县、
营销强县、
品牌名县。
如今，
这里有国家级示范园区 1 个，
标准
化生产基地 39 个，
全市年均栽培黑木耳可达
9 亿袋，
产量 4 万多吨；
有全国最大的黑木耳
交易批发市场，实现了“买全国”
“卖全国”，
年均交易黑木耳可达 10 万吨，交易额 60 多
亿元；有黑木耳配套企业 80 余家，形成了集
育种、制菌、种植、营销、加工、回收利用等为
一体的上中下游产业链条，打造了融合一、
二、
三产业的黑木耳产业集群。
据了解，东宁市先后荣获“绿色黑木耳
生产基地县”
“ 全国食用菌行业优秀基地
县”
“ 全国食用菌文化产业建设先进县”等
30 余项国家级殊荣。2021 年 3 月，
“东宁黑
木耳”作为中国食用菌典型代表成功入选
中国首批受欧盟保护地理标志；同年 5 月，
东宁黑木耳以 843 的品牌强度和 181.27 亿
元的品牌价值，蝉联全国地理标志产品食
用菌类第 1 名。
图片由受访单位提供
更多“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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