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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天池

今年我省有 6地入选国家大豆科技
自强示范县，都在黑河市：爱辉区、孙吴
县、五大连池市、北安市、嫩江市、北大荒
农垦集团九三分公司。

国家大豆科技自强示范县是根据农业
农村部《大豆科技自强行动方案》要求实施
的，旨在全面提升大豆产业科技水平，全力
推进大豆产业发展。

我省将用什么“秘密武器”实现大豆
提质增效，起到示范带动的作用，并最
终让更多农民增产丰收？记者对此进行
了走访。

“你是我的好‘伙伴’”
这是一份“重量”级的农业专家名单。
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农业大学教授

盖钧镒，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研究员吴存祥，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
业生态研究所研究员邹文秀……此外，浙
江大学、南京农业大学等知名高校的教授
们也名列其中。这些国家大豆产业技术
体系科技成果转化“伙伴行动”的专家们
出现在我省 6个大豆科技自强示范县的
农业专家名单中，足见其示范意义重大。

作为“国家队”，专家们将发挥各自专
业领域的优势，与我省“地方队”联手示范
推广大豆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打通科
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真正实现国家

大豆产业技术体系科技成果在我省开花
结果、在龙江落地生根，为全省现代农业
发展蹚出新路子。

吴存祥告诉记者，我们希望联手农
户，在互融互通中，破解大豆领域技术转
化“卡脖子”难题，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通道，提升国产大豆的核心竞争力，构建
大豆产业全产业链发展体系，助推大豆产
业振兴发展。

在合作过程中，很多基层农业技术人
员将其视为一次宝贵的学习机会。

耕层温度达到 7℃ ~8℃，稳定 3天~5
天后，在易播期开始进行播种；秋整地秋
起垄，秸秆还田，垄不能起的太细碎，要有
土块，春天镇压后，冻融交替，土块便会更
细碎，不容易跑墒……当地农业科技人员
纷纷表示：“以前我们只知道照本宣科，按
理论、按技术规程种地耕作，具体为啥要
这样做没研究过。”

多了一些“小动作”
今年，自从爱辉区古城现代农机专

业合作社成为了示范田的合作方，合作
社负责人闫化军就多了个习惯——拿自
家地和别人家地作比较。

“前阵子雨水大，我这地没涝，别人家
就不一样了。”说到这其中的原因，闫化军
说：“我们秋整地时抬高了垄台，田间植保
时，又多了一步‘开沟防寒’。”

别小看这个“小动作”，这可是专家给

的秘籍：“通过此举对土地再次深松，在提
高地温的同时，确保了田间抗旱防涝。”

闫化军说：“往年田间管理时没这个
步骤，打药蹚地就完事了。现在我们村的
村民看到我们地没涝，也都纷纷开始效仿。”

在五大连池市的千亩方里，也有很多
这样的例子：农民在进行叶面肥喷洒时，
在肥料中增加了钼酸铵、速乐硼等配方，
为的是保花保荚；除草剂喷洒后 5 天~7
天，是药害缓解期，农民按专家的建议，用
丰产素等缓解药害。

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动作”，串起来
其实是一整套科学规范的技术流程。我
省的大豆科技自强示范县的建设内容涵
盖了推广应用优质高产大豆新品种、推进
农机农艺深度融合、对接龙头企业促进大
豆产业化发展、开展更低质量提升研究与
示范等，这些恰恰都是提升大豆产能的重
要抓手。

专家说，在指导农民农业生产时，很
多人都持怀疑态度——这样管用么？让
大家眼见为实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五大连池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
任张淑艳说：“示范的目的就是让农民认识
到科学种植的重要性！广大农户都按照标
准来进行种植，单产才会提高。只有单产
提高了，总产量才会得到更大的提升。”

优质高效技术完全落地是关键
省农业农村厅科技农业专班专职副

组长满莉告诉记者，示范县建设的目标是
以提升大豆单产和满足扩大玉米—大豆
轮做种植面积科技需求为目标，以建设科
技示范县为载体，聚焦重大品种选育、农
机农艺配套、黑土地保护利用与耕地质量
提升、加工增值等关键领域，推动大豆基
础研究、技术研发、试验示范、推广应用等
关键环节一体化部署，为大豆产业发展提
供坚实科技支撑。

对于我省大豆科技自强示范县的优
势，吴存祥给出了答案，黑龙江的大豆产
区集中，有利于形成产业集群优势和规模
效益；大面积种植大豆，农民关注产量提
升后的效益，因此有很高的积极性；黑龙
江机械化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有利
于农业生产标准化；农垦对地方服务作用
很大，如农业生产托管、代耕等服务，可以
解决合作社和普通农户的技术到位率问
题。

吴存祥说：“黑龙江的大豆产量在全
国占比非常大，黑龙江大豆产能提升，会
带动全国大豆产能提升，因此示范意义
非常明显。”

同时，吴存祥也指出，在机械化和
动力等相差无几的情况下，由于有些优
质高效技术没有完全落实到位，黑龙江
农垦系统与合作社、以及农户之间产量
差距较大。因此通过科技自强示范县
的展示带动，来提升技术到位率显得尤
为重要。

大豆科技自强示范县如何炼成

□张海军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马一梅 李健

“哞、哞、哞……”日前，记者走进清河林业
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河局）新胜林场，就听
到牛的叫声，不时还传来饲养人员喂食的吆喝
声。牛群中有的悠闲“散步”，有的卧在向阳地
里晒太阳，一到“饭点儿”，整齐地站成一排享
受着精致搭配的“美味”。

今年以来，清河局大力培养技术人员，加速
推进林业产业转型，谋划适宜职工群众发展的致
富项目。围绕“吃生态饭、做牛文章、念经济经”
的发展思路，带动清河林区职工在家门口发展壮
大肉牛养殖产业，走出了一条稳定增收的致富
路，切实牵住肉牛养殖产业这个“牛鼻子”。

新胜林场依托自然环境“天然氧吧”、土地
资源丰富、秸秆饲料充足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
源优势，坚持立足原生态，走特色养殖发展之
路，确定了生态“森林牛”养殖发展方向。

新胜林场养殖基地负责人单百峰介绍说：
“目前，我们林场生态‘森林牛’养殖户与养殖
数已由最初的三五户、几十头，发展到现在的
18户，410余头，年销售利润达到100余万元。”

目前清河局生态“森林牛”项目养殖场占地
面积12000平方米，选育的是西门塔尔肉牛，其
体型大、毛色佳、生长速度快，种群质量而言是国
内最好的。经过几年养殖实践，养殖户积累了丰
富的经验，掌握了养牛的小技巧，制定了“五定”

“五看”“五净”养殖理念，有效减少了肉牛的生病
率，提高了生长速度。与此同时，养牛还能安置
部分闲散劳动力就业，对于促进再就业和构建和
谐稳定新林区发挥了积极作用。

清河林区：生态“森林牛” 出林区致富路

膘肥体壮的肉牛。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健摄

本报讯（王钊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
记者孙思琪）自6月1日起国家实施了
部分乘用车减半征收车辆购置税政
策。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黑龙江省税
务局(下称省税务局)了解到，新政策
实施首月，全省共减征车辆购置税1.6
亿元，减征车辆2.6万辆。

据了解，该政策对购置日期在
2022年 6月 1日至 2022年 12月 31日
期间，单车价格（不含增值税）不超过
30万元的 2.0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

减半征收车辆购置税。
据省税务局税收大数据显示，随

着促进汽车政策措施叠加促进了乘用
车消费市场回升，带动了汽车流通环节
销售大幅增长。6月份，全省汽车及零
配件批发业销售收入实现41.2亿元，创
今年以来单月最高水平，同比增长
41%、环比增长86.3%。全省汽车制造
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8.4%，环比增长
101.6%，上半年累计增长 28%，拉动全
省制造业销售收入增长1.3个百分点。

新政实施首月

我省减征车购税1.6亿元

本报17日讯（路久宽 黑龙江日
报全媒体记者孙昊）17日上午，省交
投集团携手省农发行与齐齐哈尔市共
建的齐齐哈尔铁锋综合物流园区正式
开工建设，这是东北西部地区规模最
大、功能最强的综合性商贸物流园区，
全面开启齐齐哈尔市物流产业创新发
展的新篇章。

据了解，齐齐哈尔铁锋综合物流
园区总投资 8亿元，该项目建成后将
极大提高齐齐哈尔物流整体运行效率
和现代化水平，通过集约化管理，将成
为齐齐哈尔市物流枢纽中心。园区主

要服务京东、顺丰、美团、拼多多等快
递物流及商贸企业，将弥补黑龙江西
部地区没有大型综合性现代物流园区
的短板。

齐齐哈尔铁锋综合物流园区是该
市争创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国家
冷链物流骨干基地的重点承载项目，
也是集高标仓储、分拨配送、物流运
营、电商服务于一体的高端智能物流
项目，对齐齐哈尔市构建现代物流体
系、打造东北地区西北部区域中心城
市、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具有重大而
深远的意义。

东北西部规模最大、功能最强

齐齐哈尔铁锋综合
物流园区开工建设

本报讯（王晓东 齐刚 黑龙江日
报全媒体记者王志强）为做大做强巴
彦水稻这张“金名片”，进一步拉伸产
业链，哈尔滨高氏禾田米业有限责任
公司积极探索打造的糯米加工项目，
日前进入设备主体安装阶段。

项目施工现场一片忙碌，技术工
人正在对设备主体进行安装，企业负
责人对项目进展、工程质量进行现场
监督，确保设备安全运行，达到预期设

计效果和生产能力。
据了解，哈尔滨高氏禾田米业有

限责任公司糯米加工项目计划 2023
年 12月完工，总投资 4000万元，由东
北农业大学提供技术支持，年可生产
糯米粉 2万吨、汤圆 2000吨。项目达
产后，预计实现年销售收入2亿元，带
动就业 200人，辐射周边 15个村 20万
亩土地，受益群众将达6000人。

设备安装。 齐刚摄

巴彦 糯米加工项目建设正酣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
者刘瑞）日前，在哈尔滨市松北区乐
业镇，一台大型垃圾转运车停在乡
道旁，环卫工人将归集的垃圾转到
车厢内……从今年年初至今，哈尔
滨市城管局展开了 9 城区农村生活
垃圾专项治理行动。专项行动期
间，9 城区农村累计清运垃圾 7599
吨。

据介绍，今年年初，哈尔滨市城管
局下发了《2022年哈尔滨市 9区农村
生活垃圾治理工作方案》。《方案》提
出，重点督导各区持续开展农村生活
垃圾散乱堆放点的排查整改，避免新

增和反弹。
为确保成效，哈尔滨市城管局组

成了 4个专项检查小组，对农村环境
问题加大抽查力度，针对发现的问题
及时下达督办整改通知。通过一系列
专项集中清理整治行动，有效提升了
哈市城区农村环境质量。

目前，哈尔滨市 9城区已经建立
了“村收集、镇转运、区运输、市处理”
的农村生活垃圾标准化收运体系，从
收集、转运到无害化处理实现了闭环
运行，基本建成了人员齐备、设施完
善、经费有保障的农村生活垃圾治理
长效管理机制。

累计清运7599吨

哈尔滨9城区农村
生活垃圾收运闭环运行

13 日，素有中国“四大火
炉”之称的重庆市，全天最高气
温38摄氏度，地表温度近50摄
氏度，钻台上钢铁设备的温度
已经达到了 60 摄氏度。在大
安 101井上，大庆钻探 1202钻
井队 40多名党员干部和员工，
正在岗位上挥汗如雨、埋头苦
干。

“井架已经立起来了，两天
之内必须把钻台所有附属设备
设施安装完毕，才能按期开
钻。”1202 钻井队副队长赵友
斌给自己下了死命令。刚从大
庆转战到川渝，巨大的工作压
力加上严重的水土不服，让这
位干了 15 年钻井的钢铁汉子
也吃不消了，嘴上起了一排水
泡，胳膊、手背和大腿上都起了
一片片的湿疹。

赵友斌心里急，但在班组
操作人员的面前不能表现出
来。1202队自抵达井场开始，

这半个月来，全员每天都在经
受着高温高湿、蚊虫叮咬带来
的严峻考验，经常会有员工中
暑、头晕恶心、呕吐不止的现象
发生，他不忍心再给员工们施
加压力了。

安装钻台设备过程中，连
接铁钻工液压管线是最让人头
疼的事儿。操作过程中，工人
得蜷缩在一个狭小空间里，探
着身子一根一根将管线试探着
连接，身体与被晒得滚烫的铁
板接触，头上的太阳又似火一
般的炙烤，周边没有一点儿风，
汗珠滴在滚烫的铁板上，下一
刻就会蒸发不见，那工作环境
就像烤箱一样。

本来负责这项工作的是井
架工张哲，赵友斌看他满头大
汗，眼睛已被汗水侵蚀得通红，
既心疼，又担心他身体不适会
带来工作风险。“你到阴凉的地
方凉快一下吧，我来干。”赵友

斌对张哲说。
说完，赵友斌就趴在铁板

上开始操作，左手送着管线，右
手用扳手拧着螺丝。要在平
时，这套动作对他来说轻而易
举，但此时就变得异常艰难，豆
大的汗珠不停地从脸颊顺着脖
子往下流，不一会儿就把工服浸
得湿漉漉，这让患有湿疹处的皮
肤奇痒难耐。赵友斌想用手去
挠挠，但戴着劳保手套，又怕感
染，只能强忍着。就这样，赵友
斌硬是坚持了40多分钟完成了
工作，站起身的那一刻，工服已
经能拧出水来了，一撸起裤管，
两条大腿已被铁板烫得通红。

关键时刻冲得上去，急难
时候站得出来，这就是党员的本
色。在这场临时“烤”验中，赵友
斌以实际行动践行了一名尖刀
党员的使命担当。在 1202 钻
井队未来征战川渝的日子里，
这样的奋斗，会一直继续。

交交““烤烤””卷卷
□李洪伟 姜洪伟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楠 赵吉会

员工在重庆高温作业。 图片由大庆钻探公司提供 员工顶着高温作业。 赵友斌在工作中。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剑 邵晶岩）投资4亿元的分布式能
源示范项目、投资 2.4 亿元的中储粮
五大连池直属库仓储项目、投资 1.2
亿元的 4000头奶牛标准化养殖小区
项目……一批大项目、好项目签约落
户，五大连池市上半年招商引资成效
显著，新签约项目 13个，投资总额超
亿元项目 8个，实际到位资金 3.96亿
元，同比增长 52.3%，形成了大抓招
商、快上项目的良好局面。

年初以来，五大连池市充分释放
区域综合优势，立足产业链建链、延
链、补链和强链，线上线下同频共振，
迅速掀起招商引资新热潮，以省“4567
产业”为主攻方向，聚焦打造中国矿泉
特色康养城、抗联红色文化传承区、优
质矿泉食品加工区“一城两区”的发展
目标，持续加大招商力度。今年上半
年，五大连池市处级领导带队出访 10
次，开展云端招商活动 25次，组织项
目签约会9次，通过外出考察、接待客
商来访、云端洽谈等方式与娃哈哈集
团、中农发种业集团、四川酒投集团、
上海和运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等目标企
业对接累计 102次，引进主导产业项
目13个，涉及绿色能源、农业商贸、康
养文旅、数字经济等多条产业链。

5月23日召开的黑河市招商引资

大会暨招商项目北安现场推进会，树牢
了五大连池市“招商引资是头等大事”
的鲜明导向。五大连池市坚持服务围
绕项目做、要素跟着项目走，主动对接
国家产业导向和项目计划，采取强有力
的举措将区位优势、资源优势转化为招
商优势、发展优势，以招商引资项目稳
增长、调结构、促振兴、惠民生，为全市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五大连池市先后召开了全市招商
引资暨重点项目建设工作调度会议、招
商引资工作推进会议，并结合全市实
际，制定出台了《五大连池市产业链项
目建设和招商引资工作方案》，修订出
台了《五大连池市招商引资奖励政策
（试行）》，进一步加大对招商引资项目
的政策扶持力度；建立了项目落地保障
机制，对重大项目推行投资项目服务专
班和首席服务员包保制，从项目前期手
续办理到开工建设，从项目建成投产到
做大做强，为企业提供全过程、无缝隙
服务；制发了招商引资工作简报，每周
通报企业对接及重点招引项目进展情
况，为招商引资工作决策提供信息支
撑；根据不同项目，制定重点招商引资
目标企业专案，增加项目对接成功率，
全力推进产业链专业化招商。截至目
前，全市招商引资圆满完成了“时间过
半任务过半”的阶段性目标。

五大连池市上半年招商成效显著

13个新项目签约 8个超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