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摄 律涵中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白云峰

从第一次见面洽商到项目开工，用了不到 100天的
时间，宾县完成了一次难度颇高的招商，也成就了正大哈
尔滨实业有限公司项目建设的“宾西速度”。

6月27日，记者走进宾西经济技术开发区，正大集团
投资 1.4亿元建设的饲料厂和物流园项目刚刚竣工投
产。正大哈尔滨实业有限公司生产总蓝王学伟带着
记者参观了占地 8 万平方米的正大哈尔滨实业有限公
司饲料厂项目。参观一圈下来，记者对该项目有了初
步了解：生产车间采用国际领先的饲料生产设备、加工
工艺和全自动生产系统，包括原料接收储存系统、自动
调拨系统、在线质量自动检测系统、毫微秤配料系统、
自动取样系统；拥有近万吨仓储库容，建有自动化车辆
洗消中心和人员消毒通道，标准化的质量管理体系，现
代化的动物保健中心。

据王学伟介绍，作为“宾西速度”受益项目，正大哈尔
滨实业有限公司饲料厂项目仅用14个月建设便落成，并
于近日正式投产运营。项目投产后，年生产饲料 18万
吨，其中畜禽饲料生产线年产量 12万吨，反刍饲料生产
线年产量6万吨；年销售收入7亿元，年物流量在30万吨
左右。

据宾西经济技术开发区副主任王恩贵介绍，正大
集团是改革开放后最早一批进入中国大陆的外资企
业，去年初，正大集团准备扩大规模，建设一家新的饲
料厂。得到这个信息，他们第一时间梳理该项目的可
研报告，然后结合宾县的资源禀赋，超常规快速把该
项目引进落地。正大缘何会落地宾县？答案显而易
见：宾县年产玉米超 20 亿斤，宾西开发区是国家级开
发区。为请来投资者，该县主要领导多次带专班向正
大集团介绍自身的比较优势，用真情实意打动了正大
集团快速投资决策。在项目审批上，开发区从以前的
领办代办提速为“并联审批”推进，实行集中办理和容
缺办理，抢出了项目加速落地时效。

正大集团投资建设的饲料厂项目已投产。

从洽商到开工不到百天

“正大”投产
亮出“宾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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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许兆耀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
者白云峰）创新推出“互联网云庭审”模式，
保证涉农企业司法服务不断审；成立了涉
环境案件审执专班，开创性地实行环境资
源案件的刑事、民事、行政非诉审查、执行
有机联动的推进模式……近年来，方正县
人民法院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审判职能作
用，细化出台多项司法服务保障措施助力
乡村振兴。

强化公益诉讼职能，方正县人民法院
在审理公益诉讼案件中成立了涉环境案件
审执专班，开创性地实行环境资源案件的
刑事、民事、行政非诉审查、执行有机联动
的推进模式。2018年以来共审理盗（滥）

伐林木等破坏环境生态类案件30件，判处
罪犯27人，责令缴纳环境恢复金2.4万元。

依法审理农村民间借贷、产权担保等
各类案件，严格依法限制高利贷，规范和引
导民间借贷健康发展，着力营造有序的农
村金融环境。针对农村高发的粮食买卖
合同纠纷，由 4 个乡镇人民法庭到基层
一线普法宣传，告知当事人维护自身合
法权益的途径。2018年以来审理涉农借
贷类案件 1178件，涉案标的额 1.22亿元。

为农村土地确权保驾护航，依法审
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农村宅基地“三权
分置”、农村房屋和生产设施占用及安置
补偿等案件，助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2018年以来协助县政府推进“清化收”改
革，审理案件 771件，涉及金额 1827.57万
元。

落实惠企诉讼制度，为涉农企业提
供高效司法服务。针对方正经济开发区
入驻涉农工业加工企业和各稻米加工企
业的司法需求，推出了“互联网云庭审”
模式，在疫情期间不间断高效提供涉农
企业司法服务。2018年以来审理涉农规
模以上企业诉讼案件 89 件，涉案标的额
1301.45 万元。今年 2 月，在突发疫情不
能开庭的情况下，通过“互联网云庭审”
依法审理了购粮款纠纷案，为企业挽回
损失 1800余万元。

方正 延伸司法服务 助力乡村振兴

□文/摄 王雅颀 马宇兵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白云峰
在中药材种植的农忙时

节，方正县会发镇新华村中药
材种植基地内，药农们正忙着
平整土地、播种施肥，种下新
一年的希望。

近日，记者来到新华村，
在中药材种植基地看见村民
高志友正蹲在地里查看着一
片绿油油的桔梗的长势。“我
今年种了68亩的中药材桔梗，
8 月就能收获了。一亩能产
4000斤，每斤能卖3元，效益挺
高的。这个药材长势非常好，
来年我还想再加大面积，再多
承包点儿地种药材，还能多挣
点儿。”高志友笑着对记者说。

“村里引进这个中草药种
植项目，村民把土地流转出了
一个好价钱，每小亩达到 400
元。中草药种植还得用人工，
剩余劳动力可以长年锄草，秋
收后再到加工车间打工，这样
带动农户 150人，每年人均收
入能达到1万元。”新华村书记
王廷贵向记者介绍。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新华
村的中药材种植产业改变了
当地的种植结构，农民除了种
植粮食，又增加了一个新的收
入渠道，像高志友这样尝到甜
头的种植农户达到了30多户。

“我们结合浅山区地域特
点，从 2020年开始发展中药材
产业，通过招商引进了哈尔滨
贵玉中药材种植有限公司，采
用‘合作社+企业+基地+农
户’的模式，利用农户土地流
转，去年建设了 1个中草药加
工厂，努力打造中药材种植、
收储、加工销售为一体的产业
发展集群。”会发镇党委书记
赵春雷说，现在全镇的中药材

种植面积达到8350亩。
眼下，会发镇的中药材桔梗、白芍、苍术、

丹参、百合等品种长势良好。招商引进的哈尔
滨贵玉中药材种植有限公司董事长屈克玉兼
职做起了方正县招商“推介官”，用实际成效向
记者介绍着方正：方正自然条件好，根据这两
年的种植经验，桔梗的亩产量可以达到4000斤
左右，高产的时候能达到5000斤。市场的价格
是每斤两块五到三块，每亩地的经济效益能达
到1万元。

据了解，近年来，会发镇积极调整农业产
业结构，强力推进中草药种植，去年被评为全
省中草药基地建设示范强镇。不断扩大种苗
培育面积，今年将新建种苗繁育基地 2处 150
亩，总面积达到 300亩。加快中药材初加工项
目建设，推进贵玉中药材种植有限公司投资
120万元全自动桔梗初加工项目建设，扶持天
拓药业公司中草药生产线完成扩建，加快彬伟
中药材产销专业合作社投资400万元中药材初
加工项目建设。

“我们将不断加大中药材基地建设的规
模，今年全镇种植面积达 1万亩。到 2025年，
力争种植面积达到 1.5 万亩，人均增收达到
3000元以上。”赵春雷说，会发镇将积极探索中
药产业融合发展，围绕农业观光、生态采摘、花
海景观等业态，加大太平村百亩百合园、新华
村千亩花海建设力度，把中药材变成旅游产
品，把农田变成景区，进一步提升中药材产业
附加值，助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桔梗长势良好，根系粗壮。

方
正

中
药
材
种
植

开
出
致
富
好
方

本报讯（律涵中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白云峰）日
前，宾县妇联举行了 99公益日“春蕾计划·爱心护学”助
学金发放活动，全县86名女学生获资助。

99公益日“春蕾计划·爱心护学”是由全国妇联、中
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发起并组织实施的一项救助贫困女学
生的社会公益项目，捐助品学兼优、家庭贫困的女童和女
高考生。此次发放的助学金是宾县各界人士捐助共 2.6
万元，经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按照1比1进行了匹配，共
获助学金5.2万元。

宾县
86名女学生获助学金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白云峰）
日前，一篇由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研究课题组公开发表的“在依兰发现的年轻撞
击坑”文章，引起国内外科学界特别关注，也让

“依兰陨石坑”成为热搜新话题。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今年3月，由中国科学

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研究课题组发现的我
国依兰陨石坑由美国陆地资源卫星获取了高

分辨彩色卫星图像，并同时发表了题为“在依
兰发现的年轻撞击坑”的文章，这表明依兰陨
石坑已经得到国际科学界的承认，进入了世界
陨石坑版图。

“依兰陨石坑”距离依兰县城19公里，是距
今约5万年前一颗直径约100米的小行星撞击
到地面，形成的一个直径1850米、深度579米、
坑缘山体高度约为 150米的陨石坑，展现为一
座圆弧形的环形山。由于“依兰陨石坑”叠加了
冰川遗迹，是目前地球上发现的第一处陨石坑
冰川遗迹。为此，据有关专家评价，“依兰陨石
坑”地质遗迹景观类型多样，基本处于原始自然
状态，具有重要的保护价值和较大的开发潜力。

如何充分释放这一世界奇观价值呢？依兰
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局长白云如是说：“依兰陨
石坑独具特色在于，它是中国罕见的宇宙地质奇
观，是太阳系星球碰撞的地质遗迹。得天独厚的
陨石坑地理环境，可成为中国独特的行星科学研
究以及科普教育基地，将来建设‘陨石坑博物馆’
或‘陨石坑地质公园’极具科学意义。”

据白云介绍，今年3月，依兰县专门成立了
“依兰陨石坑”开发建设推进专班，并敲定分三
期进行项目推进。“依兰陨石坑”开发项目将是

国内首个以陨石坑为主题的景区，总体面积
10.67平方公里，计划总投资 4.76亿元。近期
建设以陨石坑博物馆、陨石坑文化公园附属配
套设施、陨石坑文化公园旅游设施、陨石坑太
空漫步项目等核心项目为主，主要吸引全国及
周边游客，旨在建设成国家自然资源科普基地
和国家4A级景区。中期计划开发陨石坑极地
冰川滑雪度假村、依兰陨石坑海东青树梢冒险
园、依兰陨石坑深坑秘境等项目，持续吸引游
客，旨在打造中国知名地质旅游目的地和国家
5A级景区。远期依托优美的湿地环境，建设
陨石坑湿地度假聚落，丰富景区内的特色住宿
体验，打造滨水的野奢度假体验地，完善自然
研学营地、滨水休闲活动等设施，旨在将其创
建成为国际一流的地质旅游目的地。

“今年计划完成陨石坑旅游开发规划，以
太阳系八大行星排序规划‘太空花海’游步道，
打造网红星球场景。”白云憧憬道，三期项目全
部建设完成后，预计年接待游客可达 100万人
次以上，年营业收入9000万元。该县期冀陨石
坑主题景区，未来将成为依兰县、我省乃至中
国的一张世界级名片。

依兰陨石坑夏季航拍图。 高金元摄

陨石坑开发项目启动

依兰 全力打造主题景区

本报讯（许萍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白云峰）日前，
依兰县职业教育中心学校组织了一场以“弘扬传统文化，
传承华夏文明”为主题的展示活动，学生们通过国学经典
诵读、国学课堂再现、茶艺表演、书画创作等形式奉献了
一场精彩的传统文化盛宴。

展示活动以诵读国学经典开场，学生们一席古装尽
显儒雅，他们诵读了经典篇目《论语》。国学课再现了敬
圣礼，诵读立志格言、弟子规，在肃穆的氛围中激起学生
对圣贤和华夏文明的敬仰。书法社团的学生们进行了硬
笔书法和软笔书法的展示，让人领略了国粹书法艺术的
博大精深。茶艺社团的学生在古韵悠扬的乐曲中进行了
茶艺表演，沏茶品茶敬茶间展现了闲适洒脱、彬彬有礼。
工笔画社团展出的国画作品笔画细腻、工整严谨，色彩明
快艳丽。

学生代表蔡春欣在现场表示，她在国学课中深受启
发，自觉以实际行动践行《弟子规》，努力成为对社会有贡
献的创新型人才；家长代表周桂东说，孩子在学校近一年
的学习中变化很大，少了叛逆，多了温情，越来越懂事，真
挚地感谢学校多年来进行的传统文化教育。

据校长苏琦介绍，自2019年该校开展传统文化进校
园活动以来，举办了传统文化进校园的系列活动，开设了
国学课，成立了传统文化社团，引导学生们诵读经典、弘
扬国学。今后，学校将进一步把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活
动持续深入开展下去，努力让职业中学的学生们成为有
文化素养的创新和创业型技能人才。

依兰

书香润心
传统文化进校园

本报讯（胡春风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白云峰）为
贯彻落实省市防灾减灾和保障粮食安全的部署，连日来，
依兰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开展了 56万亩农田统一灭鼠
行动，推广安全灭鼠技术，有效控制农田鼠害，减少粮食
损失。

依兰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贯彻“科学植保、公共植
保、绿色植保”理念，按照“政府主导、属地责任、联防联
控”的工作要求，安全、有效、规范实施农田统一灭鼠行
动，其中团山子乡 20万亩、宏克力镇 20万亩、达连河镇
16万亩。灭鼠行动做到了“五统一”，即统一组织、统一
技术、统一供药、统一拌饵、统一投放，灭鼠地块整体防控
效果达到85%以上。

依兰
56万亩农田统一灭鼠

□文/摄 律涵中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白云峰

最是一年花色好，满园芍药醉芳
菲。6月末，记者沿着宾县经建乡平坦的
乡间小路一头扎进头道村里，迎着花香
来到毛家中草药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芍药
园。放眼望去，一团团、一簇簇芍药花竞
相绽放争奇斗艳，置身芍药花海里，缕缕
馨香，沁人心脾。

在芍药花海中，合作社理事长、“芍药
园主”毛兴东正忙碌着，他要在万花丛中挑
出独特的花型予以标记，以备移栽。“现在，
合作社芍药园的种植面积已有200亩，培
育出耐寒芍药品种200多个，花型也从当
初观赏性较差的单瓣型发展成皇冠、金环、
绣球和台阁等 12种花型。其中，塞外牡
丹、白玫瑰等芍药品种可是省内独有。”毛
兴东边领记者参观边饶有兴致地介绍。

回乡创业，成就了毛兴东这位寒地
芍药“土专家”。从最初的小小芍药园，
到如今的毛家中草药专业合作社，毛兴
东深耕花丛20余年。自小生长在宾县农
村的毛兴东，对土地有着特殊情感。
1996年，他从省城高校毕业后回乡创业，
几番摸索后选择了芍药种植。

种植芍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由于北方气候因素，关内的芍药无法在
宾县大规模种植。山里的野芍药品种单
一、产量很低。为此，毛兴东多次前往武
汉和济南等芍药产地学习。在那里，毛
兴东了解到芍药不仅可用于城市绿化，
花瓣还可制作花茶和香料、种子可用来
榨油、根茎可以入药，而且市场对于芍药

的需求量很大，这些坚定了毛兴东在宾
县种植芍药的信心。

2004年起，毛兴东选取宾县当地野
生芍药为母本，引进外省具有观赏性的
芍药品种，反复试验培育出了本地独有
的寒地芍药品种。随后，毛兴东成立了
毛家中草药种植专业合作社，带领乡亲
们一起种植芍药，共同致富。芍药花香
飘四方，头道村逐渐成了远近闻名的“芍
药村”。如今，合作社芍药园平均每亩年
收益可达7000元。

满园芍药开，引得八方游客来。种植
芍药不但让乡亲们黑土刨金，还带动了产
业融合，乡亲们在家门口吃上了“旅游
饭”。自2019年举办了首届芍药节，合作
社芍药园就吸引来一批又一批的游客，成
为宾县乡村游的一张亮丽名片。毛
兴东抓住机遇，组织村民以家庭
为单位开发“农家乐”，在旅游
旺季安排游客直接入住村民
家中。游客喜欢吃农家
菜、小笨鸡，毛兴东就组
织大家养鸡、种菜，搞

“庭院经济”。芍药美
景加上乡村味道，让
越来越多的市民和游
客慕名来到“芍药
村”。

“我有一个梦想，
就是要带领村民把小
小芍药花，做成促进
乡村振兴的网红打卡
地。”看着怒放中的芍药
花，毛兴东告诉记者，为

了圆梦，合作社积极邀请乡亲们，特别是
返乡青年到芍药园学习，带动他们加入
到“鲜花事业”中来。为了圆梦，在县里
的支持下，村里将建设特色民宿区、打造
寒地芍药博物馆也提上了日程。

“未来，围绕芍药文化建设的特色民
宿区，将成为冰城近郊乡村游的新亮点，
让游客享受鸟语花香的田园慢生活。寒
地芍药博物馆，不仅让游客领略冰城芍药
之美，更将成为冰城寒地芍药品种的‘芯
片库’。”毛兴东兴奋地憧憬道。

以花为“媒”，借“鲜花经济”擦亮“宾州芍
药”这一新品牌，为乡村振兴注入更强动力，

“毛兴东”们的梦想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

以花为 媒
圆梦圆梦美丽事业美丽事业

宾州芍药

毛兴东在芍药花海中忙碌着毛兴东在芍药花海中忙碌着。。

游人徜徉在芍药花海中游人徜徉在芍药花海中。。

芍药花海芍药花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