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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说

看板招商

外来企业在龙江

看点招商

项目内容：年加工大豆 3万吨生产线。包
括大豆调和油、大豆蛋白各类产品生产线等 4
大类9种产品，生产大豆分离蛋白、大豆粉末磷
脂、色拉油、一级大豆油、饲料豆粕。项目使用
的主要原料是大豆及大豆加工剩余的豆粕和油
脚，大豆分离蛋白是从大豆浸出豆油后的低温
豆粕中提取，大豆磷脂产品是从大豆浸废料中
提取，通过深加工、再加工和高科技手段来达到
变废为宝，增加经济附加值和经济效益。

地址：黑龙江勃利经济开发区
合作形式：合资
投资金额：6500万元
销售收入：19800万元
预期投资回收期：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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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豆深加工项目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曲静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见习记者
李雪君

一 个 省 份 一
个城市，如何做到
让企业愿意在这
里投资兴业？政
府和企业之间如
何实现高效沟通？

近日，黑龙江
省营商环境建设
监督局组织召开

“政商沙龙”暨优
化营商环境企业
家座谈会，邀请了
10 余位在省内投
资、发展的企业、
商协会代表，通过
政商“零距离”交
流对话形式，倾听
企业诉求，及时破
解难题，共探优化
龙江营商环境新
路径。

“营商环境的
好坏，企业家最有
发 言 权 和 评 价
权。”省营商环境
建设监督局党组
书记孙恒义一番
诚恳讲话活跃了

“政商沙龙”的气
氛。

哈尔滨联东
金田实业有限公
司前期负责人刘
丹说，近年来，黑
龙江省营商环境
持续改善和提高，
去年企业在哈尔
滨市香坊区和松
北新区新建项目
的审批速度较以
往有了很大的提
升，尤其在疫情发

生时期，从项目落地、签约、挂牌、建设只用
了很短的时间，所在区政府领导多次来到
企业调研，解决了很多困难，切切实实成了
企业的“服务员”。

澳通办公家具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国才
对营商环境的感受，有着与刘丹同样的积
极评价。他说，黑龙江省近年来推出了一
系列政策和措施，给企业真金白银的支持，
让他们非常受益。

“栽好梧桐树，引得凤凰来”，要吸引更
多大企业大项目，需要黑龙江省不断提升
政务服务水平。对此张国才提出了自己的
建议。

他说，一方面，政府应加强信用监管，
真正建立起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信用政府、
务实政府，加大对“新官不理旧账”问题的
查处力度；另一方面，应该加强建立营商环
境的协调机制，形成一个尊商、亲商、安商、
富商的法治环境、人文环境，政府应该按照
职责形成齐抓共管、公平竞争、有序竞争的
局面。

目前，在我省的异地商会有几千家企
业，怎样留住这些企业，让其扎根龙江？为
此张国才建议，除了政策留人、事业留人
外，还应该考虑到生活宜居这一层面。就
医、子女就业、老人养老问题是企业家们普
遍关心的关键点，要为异地来投资的企业
家开通就医、孩子入学、养老等绿色通道，
促进以商招商、以企招企。

良好的营商环境最终的落脚点是聚企
业、聚人心。谢乐是北京三快在线科技有
限公司东北区域总监，她说，企业旗下运营
的美团生活服务平台做了一份分析报告，
从大数据分析来看，人员流动比较频繁的
是医美、美甲、美发等行业的手艺人，目前
相关部门出台了很多助企纾困政策，她建
议这些政策的扶持面再广一些，把普惠洒
向在龙江打拼创业的年轻人，让他们愿意
留下。

在座谈中孙恒义说，为了解决企业急
难愁盼，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今年以来，省
营商环境局通过“政商沙龙”“政企面对面”
等形式积极开展交流活动，征求广大市场
主体意见建议，并建立问题整改台账，采取

“建账、分账、交账、对账、销账”推进方式，
逐项对账销号。截至目前，全省共组织开
展各类政商交流活动1780次，走访调研市
场主体 20580个，收集意见建议及各类问
题 2650 个，其中 2245 个已办结，办结率
84.71%。尚未解决的问题，均已明确责任
单位，制定具体解决措施，限时办结。

营商环境，“优”无止境。对于未来，孙
恒义表示，优化营商环境没有“旁观者”和

“局外人”，各级营商环境主管部门会不断
强化与广大市场主体交流互动，进一步拓
展政商沟通渠道，找准营商环境的痛点、堵
点和难点，持续监督各项助企纾困政策落
实情况，切实保护企业合法权益，“为企优
环境，当好服务员”，不断提升企业获得感
和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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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王白石 王
宗华）近日，鹤岗市政府与哈尔滨工业大学在鹤
岗市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同时“中国五矿集
团（黑龙江）石墨产业有限公司头雁工作站”举
行了揭牌仪式。

近年来鹤岗市与哈工大在新能源产业、石
墨新材料产业等领域取得了一批标志性的合作
成果，逐步构建了多层次、全方位的市校合作新
格局，有力推动了鹤岗市产业升级和经济高质
量发展。

签约仪式上，鹤岗市政府方面表示，与哈工
大这样的世界一流大学建立深层次合作关系是
城市发展的需要，希望今后双方在科技创新上
深化合作，哈工大在石墨新材料、煤化工等核心
技术研发上为鹤岗转型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
支撑；在人才培养上深化合作，共同建设好人才
教育培训和技术交流基地，欢迎哈工大各类优
秀人才来鹤岗创新创业，为双方人才培养提供
优质环境；在产业规划上深化合作，特别是在

“四大经济发展新引擎”规划布局上，为地方政
府出谋划策、尽快破局。

哈工大方面表示，要不断完善合作对接机
制，务求精准高效；不断深化合作领域，提升合
作能级；扎根黑土，群策群智建好鹤岗智库，在
开创鹤岗转型升级、换道超车的新局面中，给出
哈工大方案、贡献哈工大智慧。

签约仪式后，哈工大校方一行先后考察了黑
龙江省华升石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五矿集
团（黑龙江）石墨产业有限公司数据共享中心。

哈工大校方一行考察企业。 孙强摄

市校牵手
“引智”破局

鹤岗与哈工大开展战略合作

座谈会现场。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李雪君摄

聚焦全国工商联主席高端峰会签约项目

绥芬河中草药加工引来10亿元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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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付晓军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杜怀宇）绥芬河中药
饮片加工基地项目，是日前在我省
举行的全国工商联主席高端峰会
上的签约项目之一，目前合作双方
正加紧对项目规划设计方案进行
微调，为下一步施工打好基础。

该项目总投资 10亿元，分两
期建设，主要包括进口中药材检
测实验室、精深加工区、仓储物流
区、商品展示交易区等，项目达产
后预计年产值 5亿元，年纳税 500
万元，可带动就业200人。

北药医药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总经理陈忠效说，“感受到绥芬河

市委市政府的诚心诚意，北药集
团深受鼓舞。签约之后，绥芬河
市委市政府连夜安排相关领导到
集团，就细节问题跟进落实解决，
不辞辛苦、不遗余力。到绥芬河
投资，我们托底、放心。”

据了解，北药集团在东北三
省是行业龙头，在国内中药行
业处于领军地位，是国内首批
向俄罗斯出口中药饮片的企业
之一。北药集团相关负责人表
示，在中草药生产加工方面，北
药集团将发挥专业优势，与绥
芬河口岸优势有效结合，进一
步优化绥芬河产业格局及贸易
结构，助推生物经济在绥芬河
市加快发展。

在绥芬河中药饮片加工基
地项目现场，记者看到，该项目与
绥芬河海融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合作，前期基础工作已经
完成，正在按照规划设计进行一
期项目建设。

绥芬河海融城投总经理王发
奎说，“我们在签约前就做好了

各项准备，成立了专班来推进这
个项目。下一步，我们将在合作
框架下，组织工人进场施工，倒
排工期，使项目尽早落地，投产
达效。”

看点招商

□文/摄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

见习记者 王阳阳

在刚刚落幕的 2022 全

国工商联主席高端峰会暨

全国优强民营企业助推黑

龙江高质量发展大会上，大

庆市萨尔图区政府与山东

金锣集团签约金锣增资扩

展项目，金锣追加投资5亿

元，将大庆金锣打造成为东

北地区三省一区生产总部

基地。

金锣缘何全力投资黑

龙江？这片黑土地以何种

魅 力 吸 引 着 投 资 者 的 目

光？近日，记者走进大庆

金锣肉制品有限公司项目

建设现场，一探究竟。

走进大庆金锣，车间外工人正在
忙着扩建厂房，炼油车间门口摆放着
崭新的设备配件。大庆金锣肉制品有
限公司总经理范德宝说：“大庆金锣属
于山东金锣集团，现有屠宰、高（低）温
火腿、调味品、炼油、大豆蛋白共5大板
块、8个车间。这次扩产，屠宰车间是
在原有的基础上修缮加扩建，扩建后
日屠宰生猪量可达到 5000余头，极大
提高了产能。我们准备把现在半自动
化的设备更新为全自动设备，提高生
产效率，陆续还有部分车间也会扩
建。”

如此大手笔的追加投资，是哪些
优势吸引了企业？回答这个提问时范
德宝说：“之前多年的投资经历，让我
感受到在大庆投资安心、舒心、放心。
黑龙江是粮食大省，粮食价格低，养殖
成本低，生猪进价就低，极大降低了我
们的经营成本。我们曾做过对比，平

均一头生猪的价格，我们和总部对比
后的差价可达 50 元左右。成本降低
了，有利于企业立足、发展，安心阔步
向前。”

谈话中记者了解到，黑龙江的优
质大豆，在大庆金锣大豆蛋白的产业
链延长上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大庆山松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是大
庆金锣公司包含的三家企业之一，主
要生产大豆蛋白。“2021 年金锣总部
在大庆投资 1.5 亿元建成的年产 1万
吨大豆蛋白项目，如今一直处于满负
荷生产状态，这次投资扩建后，依托黑
龙江省大豆产业的优势，我们不仅可
以将大豆蛋白的年总产量提升至 1.5
万吨，未来还可以将产业链再延长。
从回收大豆开始，到大豆的精深加工，
黑土地产出的优质大豆品质高，世界
认可，企业看重这个优质资源。”范德
宝说。

企业生根到发芽 安心舒心

记者了解到，虽然金锣集团较早在
大庆投资建厂，但当时并未将大庆作为
企业发展重点。是大庆市用真心诚意
将金锣留下并将生产项目发展壮大。

“2018年，大庆萨尔图区政府4次前
往山东金锣总部，一次次为集团老总讲解
产品在大庆如何出口，走哪条线路最适合，
龙江资源有哪些优势。起初，由于成本核算
问题，企业并未考虑着重发展大庆金锣，但
我们的诚意打动了集团老总，老总多次表示

‘不要算小账，要算大账，在龙江投资前景可
期。’”大庆市萨尔图区副区长李文章对几年
来和企业打交道过程记忆犹新。

当企业落地大庆为招聘员工焦头
烂额之际，大庆萨尔图区政府各级干部
发动起来，帮忙转发企业招聘信息，助
力企业招工。

企业落地需要使用原来市蔬菜公
司的地，但这一块地涉及 6家公司，当
地政府便一家一家沟通协商，直到全部
解决，让企业毫无后顾之忧。

为解决企业污水管网问题，政府出
资 300余万元铺设排污管线。为了帮助
职工解决孩子教育问题，当地政府将离
企业最近的一所小学保留下来，使得企
业职工宿舍成为了“学区房”，孩子在务
工的父母身边接受教育，免于成为“留守
儿童”。

2021 年，大庆山松生物制品有限
公司的大豆蛋白项目创下“当年建设、
当年投产、当年晋规”的纪录。

这样的服务和舒心的营商环境，让
从山东来到龙江的范德宝心里一次又
一次涌起了暖流。

金锣集团负责人说，大庆投资环境
很好，大庆金锣作为山东金锣集团的国
内首家外埠投资企业，落地后一直稳步
向前发展。

“助力外来企业发展壮大是我们的
职责所在。”大庆市萨尔图区区长权占
峰说，“在以商招商这方面，金锣就是我
们的‘活名片’。”

政府招商到安商 诚心用心

如今，大庆金锣带动当地经济增长
效果明显。2021 年实现产值 11.5 亿
元，上缴税金 3600 万元。今年前 6 个
月，已经实现产值 8.6亿元。扩建后，
2023年预计年产值超 30亿元，年纳税
可达 1 亿元。大庆金锣现有员工 950

人，其中 90%以上来自大庆或周边地
市，员工工资在 6000元至 10000多元，
真正实现了带动黑龙江西部的就业富
民，已成为大庆萨尔图区最大的就业企
业。

范德宝告诉记者，刚刚签订的5亿
元追加投资计划，目前已经投入将近
2000万元，接下来的资金会陆续用在
扩建厂房、招揽技术人才、增加新设备
和引进新项目上。

大庆市萨尔图区区委书记牛玉全
表示，打造东北总部基地进程中，萨尔
图区将继续做好“保姆式”服务，积极向
上争取政策，努力做到“一年起步，三年
见效，五年成势”；在企业设计设备验
收、质检、办理认证时，继续做到“召之
即来”；及时协调解决企业在增资扩产
过程中的困难。未来，区委区政府也将
助力企业不断探索和延伸产业链，做活
大豆蛋白项目，争取让企业早日形成
上、中、下游产业链闭环，将金锣打造成
生物经济代表性企业。

企业增资扩建 地方发展受益

项目建设效果图项目建设效果图。。 图片由受访单位提供图片由受访单位提供

大庆金锣肉制品有限公司。

大豆分离蛋白三车间大豆分离蛋白三车间。。

调味品车间调味品车间。。

（（火腿肠火腿肠））高温车间生产中高温车间生产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