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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天池

阮万超卖玉米看颜值。颜值高的，
色、香、形都达标，鲜食，论穗卖；颜值差点
儿，色、香都没问题的，扒粒，论斤卖；颜值
实在不行，但发育还挺饱满的，制浆做饽
饽，论个卖；秸秆，发酵做青贮饲料，论吨
卖。一株青玉米就这样实现了价值最大
化。

阮万超与玉米结缘，还要追溯到2010
年。

“一次在南方市场考察，我发现东北
玉米特别受欢迎。”阮万超说，“与其他地
方品种比较，还是咱黑龙江玉米口感略胜
一筹，原因就是这独有的黑土资源。”

守着这个“宝”为啥不好好利用？当
年他就返乡创办了青冈县万德福食品有
限公司，转年又流转了 1300亩地，种植与
加工“齐步走”。

既没种过地，也没做过深加工，这无
疑是险棋一步。阮万超说：“主要还是向
同行学习，多到现场观摩。”

因经验不足，他第一年还是白交了学
费。“我们忽略了种植加工黏玉米的排

期。产量过多，导致无法及时加工，错过
乳熟期，玉米出现淀粉化，品质大打折扣，
影响口感。”

接下来两三年里，学费也没少交。流
转土地没重视地块，结果被水淹；全国玉
米丰收，市场饱和，为保本，那年在街头巷
尾、商业区销售煮玉米的小商贩成了他们
的“大客户”……

“当时感觉自己不是在做企业，只能
说是做一份‘营生’。”企业规模小，产品数
量上不去，无法满足供应商需求，虽然不
愁卖，但收益不多，每穗能赚2毛钱就相当
不错了。在这期间阮万超也发现，玉米卖
之前还是得分出等级，这样才能保证优品
能卖出优价。

企业在不断反思中前行着，终在2016
年步入快车道。成立农机合作社、建起 1
万平方米冷库、种植面积增至1万亩、年可
加工黏玉米 3000万穗……不但产品种类
更加丰富，销售网络更是覆盖了京津冀、
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按他的话讲：“我
们年年在扩建，年年在发展。”

说到这，他拉着记者在厂房里走了一
大圈。厂院整齐停放着大型农机，加工车

间内红外线分拣机、清洗机发出阵阵轰鸣
声，公司从种到收已经全部实现机械化。

阮万超说：“最初我们要雇几百人，用
几天时间扒玉米皮，因为玉米一旦过了保
鲜期会严重影响口感。现在从机械化采
摘，到扒皮、去根、清洗，再到最后高温灭
菌全过程只要三个小时，这样才能‘锁住’
玉米的香甜糯。”

选用国内顶级品种、每穗鲜食玉米都
有自己的“身份证”、独立小包装……如今
他的鲜食玉米供不应求。

阮万超说：“企业滚雪球式发展，离不
开这片黑土地的滋养，近年来各级政府部
门对企业发展非常重视，实打实帮我们。”

“各级农业部门常组织我们到各地参
加展会，不但通过展会提升品牌知名度，
更开阔了眼界。我们还通过政府无息贷
款项目，建起了冷库。”阮万超介绍，作为

“全国鲜食玉米新品种示范基地”，青冈对
鲜食玉米产业愈发重视，除着力打造“青

冈玉米糯又甜”区域公共品牌外，还举办
了鲜食玉米大会，全国经销商云集在此，
又给企业未来发展创造无限可能。“借势
龙江发展，我们底气更足了。”

企业不断发展更不忘回馈社会。阮万
超的企业积极推进“龙头企业+合作社+农
户”的产业化运作模式，合作社通过流转土
地、务工带动农户450人，带动建档立卡贫
困户88户，每户每年分红1500元，务工人
员每人加工期收入达 5500元以上，通过

“带地入社”“资金帮扶”“进社务工”等形式
带动民政镇四个村的贫困户实现脱贫。

对于未来发展，阮万超说，越来越多
的企业“抢滩”鲜食玉米市场，想要“出
圈”，就要有新东西。“接下来我们准备与
大专院校合作开发更多玉米新产品。我
们还想建设育肥牛养殖场，将秸秆全部供
应给育肥牛场，将牛粪和秸秆做成有机
肥，实现种、养加有机循环的生态农业。”

阮万超 按“颜值”卖玉米

25日，在北大荒集团建边农场有限公司第二管理区，5台大马力机车正在开展
大豆二遍中耕。建边农场有限公司今年将大豆种植面积增加到20万亩，并针对作
物特性和天气变化，紧跟农时不脱节，为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王强 郭利坤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邵国良摄

□黄晓慧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赵宇清

夏至时节，记者来到勃利县倭肯
镇正阳村，村民们正在菜园里拔草、
浇水，很是忙碌。原来这个村与七台
河市万亩田合作社合作，租用农民闲置
农房进行改造，并在菜园子里栽种生
菜、香菜、豆角、辣椒、茄子、西红柿等20
余种蔬菜，打造了绿色无公害小菜园。

今春4月底，正阳村农民在村委
会的发动下，一边整地种大田，一边
参与民宿改造和小菜园生产劳动增
收。目前小菜园里各种小菜郁郁葱
葱，栽种的花苗不久就可花香四溢。
生菜、香菜和小葱已摆上餐桌，小辣
椒长到两寸多长，豆角秧爬上支架，
茄子开出紫色的花朵，小菜园的果树
也结出串串果实。

村民王继凤说：“自从有了生态
小菜园，我们每天都在小菜园里工
作、劳动，有一个多月了，挣了 2000
多元工资！”

生态小菜园集观光、餐饮、采摘、
研学、体验等多业态于一体，打造乡
村田园综合体新模式，带动村集体和

村民“双增收”。村委会通过大力宣
传，社会各界积极认养、认购小菜园，
很多小菜园的菜地都“名花有主”。
每逢周末，城里人带上孩子老人，约
上三五好友，驱车来到这里侍弄庄
稼，园中品茶，体验农耕乐趣。孩子
们可以荡秋千、喂养小动物和家禽，
参观矿泉水厂制作生产流程和黑木
耳种植过程。游客可独门独院家庭
聚会，可直播打卡，享受田园淳朴惬
意的这一方小天地。在这里，还可以
看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日常生
活用品和农耕用品，让来者去追忆那
难忘的流金岁月，留住乡愁。

正阳村党支部书记尹利梅告诉
记者：“小菜园已被列为省级巾帼生
态小菜园，33户村民闲置房屋和小
菜园得到租用和改造，与此同时给我
村 90 余户农家菜园带来生机与活
力。我村这些小菜园使得三方受益，
一是闲置房屋户主出租房屋受益，部
分房屋被翻新改造一新；二是村民获
取再就业机会，每天可增收四五十元；
三是村集体经济有了新进项，小菜园
的盈利收入里 20%会归入村集体收
入，小菜园正为正阳村带来大变化。”

宅基地小菜园儿
换个思路就生钱儿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韩丽平）记者从哈尔滨市商务局获
悉，为助力哈尔滨市公益车展活动，
中国银联黑龙江分公司出资百万元，
通过发放红包形式为消费者提升补
贴标准。

据了解，凡在6月29日~7月3日
哈尔滨市“实惠引领、驾驭未来”公益
汽车展销会期间，在哈市商务局指定
限上汽车销售企业购买符合标准新
车的消费者，在云闪付提交资料申请
购车补贴时，可选择按照哈市商务局
规定的标准将现金打入刷卡的银行

卡账户，也可以选择按照原档级
110%标准（3000元升级为 3300元红
包、4000元升级为4400元红包、5000
元升级为 5500元红包、6000元升级
为 6600元红包）的云闪付红包打入
云闪付账户（资料提交后不支持修
改）。云闪付叠加的10%红包由中国
银联黑龙江分公司全额出资，数量有
限，先领先得，领完即止。

据悉，云闪付红包不设有效期，
长期有效，可一次或多次在线下实体
商户和线上支持云闪付付款的APP
抵现金使用。

哈尔滨公益车展新增百万元红包

本报讯（杨雪松 黑龙江日报全
媒体记者刘晓云）24日，鹤大公路桦
林至铁岭河段正式通车。这段公路
的通车，将充分带动沿线工业园区、
物流园区发展，对推动牡丹江市经济
社会发展、服务和改善民生，助力乡村
振兴起着基础性、先导性作用，对地方

经济和社会发展有重要意义。
据了解，该段公路全长 13.7 公

里，是鹤大公路牡丹江过境段一部
分。建设标准为一级公路，沥青混凝
土路面。路基宽 24.5 米，路面宽 21
米，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 80公里/
小时。

鹤大公路桦林至铁岭河段通车

村民正在耕种小菜园。 黄晓慧摄

大豆二遍中耕全面展开

本报讯（温育涵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
记者张翎）截至5月末，全省银行业机构对
125个省级重点项目授信1209.05亿元，累
计放贷505.76亿元；保险公司为39个有保
险需求的省级重点项目提供风险保障金
额586.34亿元。

记者采访获悉，省级重点项目名单出
台以来，黑龙江银保监局积极推动辖内银
行保险机构开展对接工作，截至 5月末已
对 500个项目进行了全面对接，项目对接
率达 100%。省开发银行、省中行、哈尔滨

银行、龙江银行和省农信社对接项目数量
均超过200个。

统计显示，目前，全省银行业机构授信
支持涵盖重大基础设施、重点产业和民生
项目三大领域，其中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
授信金额和累计放贷金额分别达到604.46
亿元和213.22亿元。同时，进一步加大对
生物经济、冰雪经济等领域的金融支持力
度，推动高技术、高成长、高附加值“三高”
项目加快落地。省光大银行为齐齐哈尔奥
悦冰雪体育运动公园项目发放贷款1.4亿

元，助力打造冰雪旅游产业。龙江银行为
七台河联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产业一体化
项目授信27亿元，积极支持生物医药产业
发展和地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对融资需求较大的项目，全省银行业
机构积极开展横向合作和协同联动，加大
银团贷款投放力度。省开发银行联合省
农行、工行为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二期扩
建项目授信 49.04亿元，助力哈尔滨打造
国际航空枢纽。省中行作为牵头行，联合
省农行、建行、交行和邮储银行，积极推动

全省高速公路质量提升工程建设项目授
信审批工作，与省交通投资集团签署银团
贷款协议，涉及金额52.18亿元。

此外，全省银行业机构发挥特色优
势，积极创新金融产品，提供差异化多样
化金融服务。广发银行哈尔滨分行联合
省中国人寿、国寿财险、国寿养老为深哈
产业园区提供投资、银行、保险、年金等综
合金融服务。目前已批复敞口授信额度
8.4亿元，专项用于“哈尔滨深圳产业园区
科创总部”一期项目开发建设。

125个省级重点项目获贷500亿元
■截至5月末，全省银行业机构对125个省级重点项目授信1209亿元
■保险公司为39个省级重点项目提供风险保障金额586亿元

□高树林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马一梅 李健

围绕龙江森工集团“产业富企”方针
和推进“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要求，亚布
力林业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布力局）
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营思路，计划从“体
系”“板块”“产业链”的视角整体谋划设计
林区转型产业体系、产业格局，结合林区
发展实际，创新实践生态种植养殖业、森
林农业、森林食品业、森林生态旅游业融
合发展模式。

走进亚布力林业局有限公司东北农大
龙江森工三产融合示范基地，闻不到传统
猪舍的异味，满眼都是长势喜人的蔬菜，一
头头在益生菌发酵床上饲养的生猪尽情撒
欢，饲养员正在忙碌地给猪喂食。

益生菌发酵床如何无害化分解猪粪
尿？又有哪些好处？饲养员给出了答案：
在发酵床里放入益生菌，猪的排泄物成为
益生菌生存的基础物质，发酵床降解过程
产生的生物质热源，为猪的生长提供了舒
适温度，减少了饲料转化热能的消耗，降
低了饲料投入成本。同时，益生菌在发酵
床中生长繁殖时分解猪的排泄物，消除圈
舍内异味，棚舍内种植的蔬菜消耗猪产生

的二氧化碳与热量，为发酵床养猪提供富
氧清新空气，形成生态循环种养模式，使
棚舍内达到低碳、环保、零排放、无污染。

亚布力局三产融合循环发展产业模
式开启的生态种养循环发展，从“惊哲猪”
衍生出哈尔滨直营生鲜超市、森林食品罐
头等多个产业链条。

2021 年，亚布力局在山上 15 个林场
（所）启动了生态养殖产业示范项目建设，
还与尚志市政府展开合作，建立了四个

“生态猪”养殖基地。
“‘十四五’期间，我们将在巩固森林

农业、森林食品产业基础地位的同时，积
极推广‘生态猪’养殖，建设完善‘惊哲猪’
生态养殖示范基地，逐渐推广到鸡、鸭、
鹅、羊生态养殖，不断延伸产业链条。”亚
布力局董事长任立权介绍说，我们还将不
断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大力扶持广大
职工群众发展生态种植养殖业、森林旅游
业、森林农业、森林食品业等，加快从传统
种植业向林区绿色有机产业转型。不断
拓展“新零售”商业布局，大胆探索“森林
农业三产融合发展模式”创新做法。

“我们攻克寒地黑土人工种植羊肚菌
的道道难关，今年力争羊肚菌人工培育基
地化取得突破。羊肚菌市场前景非常好，

从种植培育到采收，既不占用林地，也不
浪费土地，还可以增加土地产出率。”宝山
林场食用菌技术员梁兆国说。

今年，在亚布力局宝山林场食用菌基
地，羊肚菌人工栽培又一次喜获丰收。黑
黝黝的土地上，冒出一个个状如羊肚的菌
苗，白色的根茎，棕黑色的伞部，煞是喜
人。5月，进行了第一轮采摘，平均每个大
棚采摘300斤，预计还将采摘几茬，会持续
到6月结束。亩产鲜菌可达3000斤左右，
产值近30万元。

亚布力局林下经济部部长张连海告
诉记者，目前室内羊肚菌培育已取得成
功，现正进行室外大棚培育实验。实验成
功后，将会对林区食用菌产业转型升级起
到积极推动作用。

作为黑木耳之乡，近年来，亚布力局
着力打造食用菌产业园区，采用“基地+食
用菌生产户”的产业经营模式，每年食用
菌产量超 4000吨。小浆果种植面积已达
3000亩以上，药材种植面积达1.6万余亩，
年采摘山野菜1000余吨。

2019年 6月，亚布力局开始致力于装
配式钢结构房屋和营地式房车的设计、制
造、安装、推广，森工管护站点统一建设标
准、统一牌匾、统一涂装、统一编号。在色彩

及造型上形成了市场上独一无二的产品风
格，得到了广大客户的高度认可。

两年来，亚布力局先后开发了多种款
式、规格营地式房车、装配式钢结构森林防
火塔基房、野外用房及森林管护房等产品，
被广泛应用于景区、森林管护、森林防火、应
急设施、路口检查、卡点临时建筑等多个领
域。装配式钢结构房屋在市场通用工艺基
础上进行了产品工艺改进，保暖性能大大
优于市场上同类产品。通过对比试验，较
同类产品节能50%以上。亚布力局与科研
单位共同研发了集净水、供电、取暖于一体
的集成系统，使得需要远山使用的塔基房
及森林管护房实现了基本生活保障。2021
年，为苇河、山河屯、大海林、双鸭山等林业
局有限公司生产管护房26座。

如今，“生态房车”产业项目建设和投
产促进了更多职工就业和企业增收，实现
了绿色生态产业良性发展的目标。

“面对今后发展，我们将继续围绕市
场需求努力打造符合林区发展实际的产
业模式，创新驱动三产融合发展，并进一
步促进集种、养、采、加、销、游、养为一体
的全产业链产业体系的形成，为林区产业
发展注入新活力，全力推动林区产业经济
高质量发展。”任立权说。

亚布力林区 生态产业按“链”发展

本报讯（陈霏雅 吴雨萌 黑龙江
日报全媒体记者狄婕）24日，省安委
办召开全省城镇燃气安全工作紧急
视频调度会议，分析研判当前燃气安
全工作面临的形势，对全省城镇燃气
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再安排、再部
署、再落实。

会议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和
单位要深入查找燃气安全责任落实、
监管执法、隐患整改、基础建设、体制
机制等方面存在的短板和薄弱环节，
结合全省安全生产大检查，深入排查
整治各类燃气风险隐患，确保全省安
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要根据《关于
深化细化实化全省城镇燃气安全排
查整治工作的意见》，按照整治时间
要“提速”，上半年基本完成排查整治
工作的时限目标，认真对标检查燃气

规划编制情况、燃气老化管网更新改
造情况、建成燃气监管平台情况、燃
气报警切断装置安装情况、瓶装液化
石油气智能化更新情况，确保各项工
作落到实处。

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和
单位要认真研判季节性安全风险，准
确把握燃气安全隐患规律特点，突出
防范施工旺季风险、防范居民住宅和
餐饮场所风险、防范极端天气风险，
切实增强安全防范的针对性。各级
应急部门要加强危化品生产等企业
安全监管，严格企业复工复产安全管
理，严格落实重大危险源、关键装置
和重点部位巡检及领导干部24小时
值班带班等制度，完善危险化学品泄
漏、火灾、爆炸等应急救援预案，定期
组织演练，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省安委办要求限期整改燃气安全隐患

通车后的鹤大公路桦林至铁岭河段。 照片由受访单位提供

我们的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