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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新观察

看点招商

看板招商

外来企业在龙江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见习记者梁金
池）20日，黑龙江省农业和农产品加工项目招商
引资推介会在广州市举行，此次推介会由黑龙

江省农业农村厅主办、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协办，
推介会现场集中签约总额 61.65亿元，其中项目
合同金额29.15亿元。

当天，广东省蔬菜产业协会、广州食品行业
协会、广州市农业龙头企业协会、在粤全国农产
品加工企业100强、农业企业500强等近40家企
业代表参加了推介会，我省佳木斯、黑河、鸡西、
伊春等4市6县（区）分别作了招商项目推介。

广东省蔬菜产业协会副会长杨文说，让更

多广东企业了解龙江、选择龙江、投资龙江、开
展合作。广东东西部扶贫协作产品交易有限公
司副总裁翁敏说，要进一步加强东西部合作，尤
其加强龙粤在农产品营销、品牌建设等方面的
合作。

深圳市丰农控股有限公司合伙人范恒硕已
经有在黑龙江的投资经历，他以亲身感受说，黑
龙江营商环境特别好，希望在座的各位企业家
有机会可以多去黑龙江看看。

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王兆
宪表示，龙粤两省各自优势明显，互补性强，合
作空间和发展潜力巨大。此次活动将进一步发
挥龙粤对口合作平台优势，促进粤企资本、产业
资源与龙江禀赋资源深入对接，共同开创两省
农业合作新局面。

活动期间，齐齐哈尔市、哈尔滨市、鸡西市
等地代表深入广东省蔬菜产业协会等15家企业
对接洽谈合作，并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

亮出龙江农 龙粤合作新签约60亿元

□文/摄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
见习记者 王阳阳

2019 年落户泰来县的齐
齐哈尔比米农牧科技有限公
司，如今已在泰来县两个镇一
个乡建设了1个母猪繁育场、2
个生猪育肥场和 1个肉牛养殖
场，实现销售收入 4.56 亿元。
近日，记者走进这家台湾独资
企业，倾听他们在这里的创业
心声。

“黄金地带”建起生产线
走进泰来县江桥镇江府生

猪育肥场，正在安装设备，预计
7月份建成投产。

“作为一家畜牧养殖企业，
交通、自然条件、政府扶持，这
三点缺一不可。”齐齐哈尔比米
农牧科技有限公司运营总监罗
嘉华告诉记者，跟随国家南猪
北养的政策牵引，他们到东北
多个地区进行考察，发现泰来
县符合企业生产要求，选择在
这里落户。

齐齐哈尔比米农牧科技有
限公司为台资企业，母公司台
湾工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是上
市公司及台湾龙头企业。2020
年 1月，该公司与泰来县正式
签约生猪肉牛养殖及饲料加工
项目，计划总投资 5.1亿元，规
划建设标准化生猪、肉牛养殖
场和饲料加工生产线。

罗嘉华说，当初来这里投
资建厂是看中了当地水域宽
广、水质优良、草原广阔、草质
肥美等自然优势，肥沃的黑土

地富含氮磷钾，饲草饲料营养丰富，可使养殖牛的
料肉比低，生长速度快，抗病力强。建厂至今，该
公司养殖场肉牛存栏 907 头，肉牛出栏 310 头，
2021年出栏生猪达 14400头。事实证明，这个选
择是正确的。

三省（区）交界处产品销全国
“泰来县地处黑龙江、吉林、内蒙古三省（区）

交界处，南与吉林省镇赉县为邻、北连齐齐哈尔
市，西与内蒙古自治区扎赉特旗接壤，东与大庆市
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隔江相望……”说起泰来
的区位优势，罗嘉华如数家珍。

罗嘉华表示，公司出售的畜产品面向全国市
场，交通是否便捷对企业影响很大。泰来全县共
有10条货物运输专用线，有利于我们将畜产品输
送至全国各地。县里还专门为企业铺设了沥青路
面，解决了这里地势低、易积水进出不便的问题。
现在能看到县道上的大货车越来越多，也足以证
明这里交通运输愈加便利，营商环境越来越好。

服务有“三度”帮助到实处
台商入驻泰来后，相关部门领代办各项前期

手续，县委县政府适时召开联欢会，关心企业驻地
人员，是温度；县政府累计投入资金500万元解决
水电、光纤和铺路，搭建企业和村屯合作共赢桥
梁，是力度；在项目对接上，先后10余次赴上海与
公司总部对接，推进项目落地，执行承诺即开工，
是速度。

泰来县副县长呼延莉介绍，疫情期间，按照保
供车辆疫情防控要求，企业运输车辆进城需要县
畜牧局工作人员到卡口接洽，每次接到通知，工作
人员都会第一时间赶到，有时候凌晨来车，也照接
不误。

“生猪育肥场和母猪繁育场按防疫要求不许
外来人员进入，畜牧局工作人员经常到场区周边
走走看看，时时刻刻关心着它的发展。”呼延莉说，
该企业落地泰来县后，稳住了泰来县生猪繁育体
系，推动了当地畜牧业繁荣发展，壮大了县域经
济，实现了400余人就地就业。

对于企业在泰来的前景，罗嘉华十分看好。
他说，未来在生猪产业方面，企业将加快推进江府
育肥场项目建设，力争6月末前建成投产，同步设
计规划二期项目，有序扩大生猪产能；在肉牛产业
上，不断做大安格斯肉牛饲养规模，以泰来为中
心，打造高端牛肉品牌；在深加工方面，集团正在
积极谋划推进饲料加工和生猪肉牛屠宰加工项
目，规划全产业链条，在实现企业效益的同时，争
取为地方经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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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赵勇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刘大
泳）6月21日，抚远市在广东省中山市召开招商
引资推介会，诚邀企业家共享黑瞎子岛新机遇，
共创华夏东极美好未来。

招商推介会由抚远、中山两地共同主办，抚
远市远东国际商会和中山市黑龙江商会承办。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黑瞎子岛旅游投资发展公
司、抚远市东龙鲟业有限公司、抚远市红海植业
有限公司和中山市渔大脆鲩食品有限公司、华
融合创（广东）国际供应链有限公司、亿灯联供
应链（深圳）科技有限公司等 160 余家企业参
加，抚远、中山30余个政府部门齐聚中山，共谋
发展。

抚远市委书记何大海表示，抚远市按照黑
龙江省委要求，规划建设黑瞎子岛中俄国际合
作示范区，按照“一区两岛、一城两港”定位，率
先启动基础设施和产业项目建设，打造我国北
方开放合作新高地。未来，抚远在数字经济、生
物经济、冰雪经济、创意设计产业、农产品深加
工等领域投资空间广阔。他希望企业家们走进
抚远、兴业抚远，抚远将以优惠政策、充足的要
素保障、优质的服务环境让投资者在抚远安心
创业、舒心发展。

推介会上，中山市小榄镇与抚远市黑瞎子
岛镇、中山市古镇镇与抚远市乌苏镇、中山市旅
游协会与抚远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中山市黑
龙江商会与抚远市远东国际商会分别签署了战
略合作协议。

抚远牵手中山
诚邀投资商

本报讯（李思佳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晓云）近日，牡丹江市西安区举办营商环境监
督工作授牌颁证仪式。他们特邀100名营商环
境监督员，在机关单位、各行业协会、商会、市场
主体中选设 100个营商环境监测点，建立起快
速反应机制和快捷高效信息反馈渠道，加快推
动营商环境建设持续优化向好。

100名营商环境监督员来自商服、企业和
街道办事处等部门，他们将紧紧围绕优化营商
环境工作重点和市场主体、群众反映的热点难
点问题收集问题和诉求，履行监督约束、参谋咨
询、桥梁纽带、舆论引导四项职能，当好企业信
息员、联络员、战斗员、服务员，确保各项政策措
施落地见效。

百名监督员上岗
为营商环境“测温”

项目内容：种植柴胡、黄芪、五味子等中药
基地8万亩、育苗基地8000亩、中药健康食品系
列产品 5000吨。中药饮片作为一种经过加工
炮制的中药材，可以更好地储存和保护中药材
的药性，临床用药更加方便和安全，加上全民对
健康养生需求的释放，对健康理念的深入，市场
需求量大。中药材市场基本保持供求稳定发展
的状况，优质无公害中药材品种、市场大宗品种
和临床常用品种多数处于供应不足状态，大力
发展药材种植前景好。

合作形式：合资
投资金额：73000万元
销售收入：120000万元
预期投资回收期：5年
责任单位：勃利县商务局 zgzsblx@163.

com
项目联系人：朱博 13804877177

勃利县
北药种植基地
及深加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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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我们创造了多种招商
模式，接洽招商、以商招商、节庆招商
和网上招商，但感觉最有效的，还是以
情招商。”修国辉觉得，无论哪种模式，
最后都离不开用真诚打动客商，用真
情换取信任，用乡情促成合作。

“我是生活在深圳和韩国的鸡
西人。”王晓佳说，回黑龙江投资，最
大的动力还是乡情。

正在穆棱开建的良旭沙棘研发
管理有限公司，企业法人宋德久
是绥芬河人；中穆沙棘产业有限
公司企业负责人于海军，是一
名在穆棱生活工作多年的长
春人……因为了解，所以信
任，因为信任，所以投资。

省农业农村厅积极开展
亲商、安商、富商、护商工作，
协调各地不断完善招商优惠

政策，优化营商环境，提高服务质量。
投资兴业有热情、接待管理有规范、困
难问题有着落、互惠多
赢有保障的良好
氛围日益
浓厚。

以情招商促合作谋共赢

草药香中蕴藏草药香中蕴藏招商机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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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摄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周静

万物生长的六月，黑龙江道地中药材进入最旺盛生长季，一批药企也纷纷落户龙江：
湖南安邦制药有限公司在依兰县一期投资8000万元，从事黄芩苷提取等中药材加工；
北京华兴四季林草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与塔河县政府成功签订合作框架协议，拟先行投资5000万元实施中药材种质

资源保护、开发、繁育、推广。
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立足于我省丰富的中药材资源，把招商引资作为促进产业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有效路径，围绕

产业建链、补链、强链、延链，着力引进一批竞争优势明显和带动能力强的大项目、好项目，促进优质资源与资本的精准
对接，实现了项目招商引资工作新突破，累计引进种植和加工项目150个，签约额212亿元。

6月 20日，记者走进穆棱。
沿着公路，中药材种植基地呈现

一片花海：大片芍药已经开花，白的
粉的随风飘摇；千亩黄芩都已经 3
岁，仿佛绿萝缎一直蔓延到远方的山
坡；万亩沙棘谷，更像一幅水墨画，刚
露头的沙棘果尽显萌态；树下间作的
蒲公英盛开着黄色的小花；紫的泛黑
的蓝靛果吸引一群群鸟儿不停来啄
食……

“我们穆棱市中药材种植面积
3.2 万亩，建成中药材初加工项目 7
个。”穆棱市副市长唐嵩说，“今年引
进的 3 个中药材深加工项目都已经
开工，正在紧锣密鼓建设中。”

省农业农村厅中药材发展处处
长修国辉说，穆棱中药材产业的高质
量发展，是我省该产业发展的一个缩
影。“自2019年以来，在加快打造中医
药千亿级产业目标的引领下，我省中
药材种植面积、产量、产值、效益增速
连续三年保持全国领先，刺五加、沙
棘、人参、板蓝根和紫苏种植面积及产
量均居全国第一。今年我省中药材种
植面积达到400万亩以上，产量预计75
万吨。有了丰富的原料做基础，我们
就有了‘梧桐树’，就可以积极作为，主
动出击，通过走访大企业、大集团，向
他们介绍优势、潜力、政策和资源，培
树投资信心，抛出橄榄枝，引得‘凤凰’
来。”

记者了解到，我省的依兰、甘南、
加格达奇赤芍，哈尔滨阿城的天问山
黄精，汤原、清河、萝北的五味子，杜尔
伯特、依安的关防风，林口的黄芪……
一批专品种标准化、规范化、规模化、
品牌化生产基地，绿色、生态、优质、
稳定的药源基地，为促进我省中药材
产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如今，国药集团、中国中药、华润
三九集团、太极集团、修正药业等国
内知名大型医药企业，都对我省
表现出浓厚投资兴趣。国药集团已
落户宾县，与三合源中药材种植专
业合作社联合出资，拟投入 1.29 亿
元，预计 7 月末开工。启动后，年产
量可达 3000 吨中药饮片、1000 吨保
健功能中药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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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穆棱市下城子镇保安村，穆棱
市瑞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下简称瑞
谷公司）正在建设“人参工厂”。

“工厂化种人参，你没听说过
吧？”瑞谷公司董事长王晓佳快人快
语。在韩国生活多年的她，一直对智
慧农业感兴趣，机缘巧合下她接触了
智能立体栽培人参技术，经过多年努
力，终于掌握了核心技术，回国创业。

“你看前面这三栋房是人参种植
车间，后面这几栋，是我们为奔瑞谷
人参来的几家韩国企业建设的‘拎包
入驻’产业园区。”穆棱市农业招商专
班负责人王春利介绍。

“他们让我特别感动！”王晓佳
说，“人参种出来必须要有下游企业
接着，要不这么大量怎么办？所以几
家以人参为原料的韩国企业，有生产
化妆品的，有生产保健品的，还有生
产人参专用肥的，都准备来投资，可
他们又不想在基础建设上过多投

入。穆棱市委市政府了解情况后，主
动建设了拎包即可入驻的园区，解决
了他们的后顾之忧，也解决了我产品
销售的难题。”

把每一个客商都作为一个市场
入口，营造客商群体，通过对已有药
企的良好服务，获得招商资源，带动
更多的人前来投资。在这样的共识
下，我省中药材产业形成了“引进一
个，带来一批”的连锁效应。

“黑龙江国邦北药药业集团有限
公司北药仓储加工产业园项目，也
是这样以商招商的典范。”修国辉
说，“东宁市旭睿药业崔龙吉董事长
向河北津辉药业董事长王伟推荐了
我省对中药材产业的优惠政策，王
伟通过考察后决定在大兴安岭地区
加格达奇区与其他企业家合作，建设
黑龙江国邦北药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北药仓储加工产业园项目，投资 9.6
亿元，目前已经开工建设。”

稳住每个企业 营造集群效应

荣获企业奖荣获企业奖。。

沙棘间作蒲公英沙棘间作蒲公英。。

王晓佳王晓佳（（左左））介绍项目进度介绍项目进度。。

沙棘产业项目建设现场。

芍药芍药。。

千亩黄芩田千亩黄芩田。。

养殖基地内的杂交荷斯坦繁殖母牛养殖基地内的杂交荷斯坦繁殖母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