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选址：龙凤湿地周边
项目建设起止年限：2022年~2025年
项目优势：大庆人均可支配收入位于全

省首位，居民休闲旅游消费需求较大，市场前
景好。该项目距大庆铁路东站 2公里，距大
庆萨尔图飞机场28公里，距哈大高速路口10
公里，将与亚洲最大城中湿地——龙凤湿地、
市政府投资打造的AAAA级国家湿地公园、
育禄集团正在建设的现代农业创意产业园、
龙凤镇铁东村特色餐饮共同形成湿地旅游产
业聚集区。

项目总投资：10亿元
项目建设内容：规划占地面积25万平方

米，总建筑面积约 20万平方米，主要建设集
温泉度假酒店、温泉养生馆、水上乐园、商务
会议和休闲购物中心于一体的湿地旅游温泉
度假村。投产达效后，年营业收入 10亿元，
利润2亿元，提供就业岗位5000个，预计投资
回收期10年。

联系单位：大庆市文化体育旅游局

湿地旅游
温泉度假村项目

项目选址：大庆市青龙山地区
项目建设起止年限：2022年~2026年
项目优势：2020年，大庆城区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达 42891 元，居民消费潜力较
大。该项目位于大庆市主城区，邻近高新区、
萨尔图区，未来大庆铁路东站将辐射约 100
万人口，为项目建成运营提供了良好的交通
优势、人流优势和市场优势。

项目总投资：10亿元
项目建设内容：规划占地面积17.96万平

方米，建筑面积约 35万平方米，主要建设商
务写字楼组群、地标型总部形象写字楼、星级
品牌酒店及特色商品购物中心等。投产达效
后，通过出售写字楼、商服及出租商业体等方
式，将形成年销售和服务超过10亿元以上的
规模，安排就业 7000人，预计投资回收期 8
年。

联系单位：大庆市龙凤区商务局

大庆东站
商业广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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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新观察记者带你记者带你看项目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付宇

日前，在哈尔滨举办的2022全国工商联主席
高峰会暨全国优强民营企业助推黑龙江高质量发
展大会上，我省收获颇丰。各市地、省直机关招商
牵头部门共上报
124 个签约项目，
涉及数字经济、生
物经济、冰雪经济、
能源、食品等 17个
产业领域。现场有
28 个项目进行了
签约，签约项目涵
盖丰富、涉及多个
产业领域。

一次“高峰”会
项目签约多

扫码请看项目详细情况

□文/摄 苏广鑫 李兆珺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姚建平

初夏时节，记者走进克东县润津乡和
平村福源大豆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工人
们正在将一车车的黄豆瓣进行卸车拆袋，
一时间金灿灿的豆瓣铺满了仓库。

“这些黄豆瓣是加工豆饼的原材料，仔
细筛选后，经过高温炒制灭菌、螺旋压榨打
碎等工序，就变成了喂养畜禽常用的饲料
豆饼。”合作社经理崔宝刚告诉记者，目前
合作社饲料豆饼日产量10万斤，月产量能
达到 1200吨，除了供给省内市场外，还远
销到吉林、山西、江苏等省，月销售收入达
到15万元以上。

作为“全国非转基因大豆之乡”，克东
县充分发挥资源优势，抢抓国家实施大豆
振兴计划契机，吸引国内行业龙头企业投
资落户，推动大豆产业链供应链高质量发
展，形成龙头带动、多点支撑的大豆产业格
局。

在克东县禹王大豆食品有限公司产品
展示厅，种类繁多的大豆深加工产品令人
大开眼界。自从山东禹王集团落户克东
后，不断扩产升级，产能扩大到2.8万吨，使
克东成为全省最大的非转基因大豆蛋白生
产基地，全面提升了全县大豆产业的精深
加工水平。

在地处克东县玉岗镇北兴村的鑫豆实
业豆制品精深加工项目建设现场，主体钢
结构架设已经完成，即将建设生产车间、冷
藏库、配套用房、零度库、污水处理站等配
套设施，预计今年 10月建成投产后，将成
为全省最大的腐竹加工基地。

通过抓招商、上项目，克东县着力引进
战略投资者，2022年投资 1.1亿元的北丰
源豆制品加工项目、投资8600万元的裕生
源豆制品加工项目先后签约落户克东，使
大豆产业实现了持续巩固壮大。

同时，克东县积极扶持老企业做大做
强，中华老字号——克东腐乳集团通过扩
产改造，实现了全程自动化，企业生产能力
增加了一倍，年加工大豆2万吨，年产腐乳
1万吨。目前，克东腐乳计划“引智”，与东
北农业大学开展科研合作，进行工艺创新，
研制生产白腐乳和腐乳酱，进一步打造品
牌、开拓市场。

新项目相继落地，老企业改造升级，大
豆产业的集群式发展带动了原料基地建设，拉动了当地种植
业结构调整。克东县农业局有关负责人介绍，2022年，全县
大豆种植面积由去年的96万亩增加到123万亩。通过龙头企
业的带动，克东年产的16万吨大豆将全部就地“吃干榨净”。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克东将依托禹王大豆牵动、克东腐
乳带动、新上项目拉动，进一步壮大产业规模，做优产业集群，
向全产业链方向发展，着力在大豆产业链供应链上做好“精
深”文章，使其成为县域经济的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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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潮商会会长郑焕明也是 2014年来到哈尔
滨投资办企业的，他感受到了黑龙江营商环境的变
化，更看到了哈尔滨新区作为政策高地的巨大吸引
力。

由于多种原因，郑焕明已经 5 年没有来哈尔滨
了。借此次会议之机，他不远万里从加拿大来到哈尔
滨。看到哈尔滨新区巨大的变化，他发出由衷赞叹：

“从前来哈尔滨，都是去道里区、南岗区，现在都来哈
尔滨新区。这座现代化的产业新城，让我们投资的方
向更明朗了。”

郑焕明早年在哈尔滨、大庆、牡丹江等地把服装
鞋包的实体店开得遍地开花，近些年，他又把目光转
向了肥沃的黑土地，不断考察学习，要把黑龙江优质
的农产品传播得更广更远。

随着哈尔滨和哈尔滨新区的发展和变化，新的理
念、政策和机遇也多了起来，这让郑焕明觉得不虚此
行：“这次来参会的大多数都是企业家，希望通过这次
机会，能让分布在全球的潮汕人都看到哈尔滨的魅力
和哈尔滨新区的大发展，我也将把这次收获传达给在
海外的潮商，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服务和发展机遇。”

哈尔滨新区发展孕育更多商机哈尔滨新区发展孕育更多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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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6日，第九届国际潮商大会团长秘书长会议在哈尔滨新区召开，200余家海
内外潮人商会、潮人联谊会的会长、秘书长发出一个声音：“从今起，将逐渐掀起潮
商考察黑龙江、投资黑龙江的热潮。”

□文/摄 王艺凝 刘华丹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薛婧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董广硕

“6月 25日刚在海南开完国际潮团总会议，7月 5日
我们整个潮汕商帮就赶到了哈尔滨。两个会议两个省
份，一个在中国的最南，一个在中国的最北，有个共同特
点，就是这两地都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高地，这是吸引我
们潮商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华潮汕商会会长林乐文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此次会议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确定第九届国际潮
商大会将于今年年底之前在哈尔滨举行。为什么选择
哈尔滨？

“一是作为农业大省、我国的大粮仓，黑龙江农业贸
易前景无限；二是新一届黑龙江省委领导班子确定的发
展新规划、新思路为黑龙江打开了新的局面，将迎来很
多商机，对我们来说充满吸引力；三是作为著名的冰城，
哈尔滨的旅游行业大有可为。”林乐文说，潮商大会每两
年一届，确定举办城市要经过全国一百多个商会投票，
前几届大会都是在南方城市举办，来哈尔滨将是第一次
在东北地区举办。”林乐文说。

在林乐文看来，无论是作为地理位置得天独厚的边
贸城市、对外窗口，还是科教资源富集地，抑或是有着优
质黑土地的农业发达地区，哈尔滨，无疑都是潮商发展
贸易的一个不错之选。

“我们是很看好黑龙江、哈尔滨的，未来十年，这里
应该有很大的发展。”林乐文语气坚定地说，第九届国际
潮商大会挥师北上，必将架起黑龙江、哈尔滨链接海内
外潮人潮团的桥梁，撬动全球潮商资本，为东北振兴经
济腾飞添砖加瓦。

看好黑龙江发展潜力看好黑龙江发展潜力

“一根冰棍就能吸引很多人来。”谈到潮商在哈尔滨
投资的契机，第九届国际潮商大会主席、哈尔滨市广东潮
汕商会会长郑楚成在接受采访时风趣地回答。

“不论从那里来的人，到哈尔滨，一定要在中央大街
上吃根冰棍，这就是哈尔滨的独特浪漫之处。”郑楚成与
哈尔滨的首次邂逅是在33年前。1989年，郑楚成到哈尔
滨投资第一家企业，起初主要是做家电业，后来做餐饮，
再后来就是做农业贸易。目前，他的企业在五常有两万
多亩地，做高端农业。

“除了浪漫，黑龙江、哈尔滨还有丰富的农业、科技、
矿产等资源，有资源就有发展、就有商机。”郑楚成认为，
应加大宣传力度，让资源“走出去”，成为吸引投资的砝
码。他说，第九届国际潮商大会团长秘书长会议面向全
球潮商直播，会上推介了哈尔滨市和哈尔滨新区，这将让
更多的潮商认识哈尔滨，吸引更多的潮商到哈尔滨考察、
投资。

独具特色的人文景观、持续改善的营商环境、助企惠
企的招商政策，无一不吸引着潮商们的目光。

“黑龙江省‘四大产业’规划为潮商投资打开了一扇
窗。”郑楚成说，今年商会已经确定在黑龙江的投资方向
是数字经济，投资地就落在哈尔滨新区。

浪漫哈尔滨极具吸引力浪漫哈尔滨极具吸引力

2004年5月，由20家海内外潮人商会、潮人联谊会共同发起举办潮商大会且商定首届大会定

于汕头举办的倡议，得到海内外潮人的热烈响应。此后，大会秉承“交流、合作、服务、发展”的宗

旨，以汕头、南京、北京、上海、深圳、珠海、南宁以及海南为举办地，开启了每两年一届办会历程。

本次秘书长会议确定，第九届国际潮商大会于今年年底前在哈尔滨举行。

潮商
大会

“哈尔滨新区非常有活力、有发展潜力。”第九届潮商大会荣誉主席、科
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哈尔滨科谷孵化器有限公司董事长朱武信说
出切身感受。

2014年，科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在哈尔滨市松北区投下了第一个战略
投资项目——哈尔滨科谷孵化器有限公司，主要对标欧亚市场。当时主要
是看中哈尔滨的区位优势和对外贸易的便利度。

“没想到的是，2015年哈尔滨新区成立，松北区成为国家级新区，随后
又成为自贸试验区哈尔滨片区，目前已是‘六区叠加’，政策优势非常突出。”
朱武信说，哈尔滨新区的发展可以说是一年一个样，因此，投资者只有亲自
到黑龙江、到哈尔滨特别是到哈尔滨新区走一走、看一看、听一听，就能做出
自己的判断，一定会找到投资这里的理由。

朱武信告诉记者，目前在黑龙江投资的潮商企业有几十家。随着龙粤
合作的展开，广东来的企业在这里特别受欢迎。现在，在这里做什么事情都
很方便，这让他深深地感受到两省之间相互扶持发展的决心和兄弟省份的
情谊。他了解到，潮商们将借第九届国际潮商大会的契机，组团来黑龙江寻
觅新商机，届时将促成更多龙粤合作，让更多项目落户哈尔滨。

龙粤合作厚植发展沃土龙粤合作厚植发展沃土

他山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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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云南省“县委书记招商引资招才引智浙
江行”恳谈会在浙江省杭州市举办。41名县委书
记走进浙江，与海亮集团、金田阳光、中天集团等
189家世界 500强、中国 500强、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行业龙头企业面对面深入交流。

此次活动由省委组织部、省投资促进局共同
主办，旨在不断增强滇浙两地经济交流与人才合
作，推动更多的优质企业来滇投资，引进行业高端
人才助力云南经济社会发展。

会上，云南省委组织部宣传推介了云南人才
政策，省投资促进局围绕云南后发优势显现、营商
环境日益向好、滇浙合作前景广阔 3个方面作了
招商引资综合推介，并根据41个县的产业发展特
点，准备了现代农业、文旅康养、生物医药、电子信
息、装备制造等 200多个领域招商引资重点项目，
编印成册在会议现场进行发布。

浙江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云南省浙江商会会
长企业云南银燕投资集团、浙江江河建设有限公
司、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等10家知名机
构及企业负责人表示看好云南发展机遇，希望能
与云南共享发展红利，共同把握机遇、实现合作共
赢。

通过推介交流和对接洽谈，浙江大丰实业
公司、正泰集团等企业提出了 40 多项初步投资
意愿。

（信息来源：云南日报）

41名县委书记
进浙招商引智

黄豆瓣是加工饲料豆饼的原材料黄豆瓣是加工饲料豆饼的原材料。。

线上直播销售提升豆制品市场占有率。

郑楚成

林乐文

朱武信

郑焕明

大会现场大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