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7月21日 星期四

E-mail:jizhebu2004@sina.com

鸡西县区新闻 责编：赵晓松（0451-84655887） 执编/版式：李树泉（0451-84655635） 8

□于晓霞 本报记者 刘柏森

7月的虎林，烈日炎炎，酷暑
难耐。在该市的项目建设工地，
建筑工人们挥汗如雨，到处是热
火朝天的建设场面。

在鸡西市重点项目虎林市
安康小区棚户区改造项目施工
现场，吊车、铲车、挖掘机等大型
机械来回穿梭，工人们正在各自
工作区内加紧施工。

“项目是从 5月 20日开始动
工建设的，一直以三天半到四天
建一层楼的速度推进。目前，我
们已经完成了整体工程的30%。”
项目建设方黑龙江省八建建筑
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项目经理刘
学良告诉记者。

安康小区改造项目位于虎
林市虎林镇，规划总投资 1.6 亿
元，占地面积 2.6万平方米，总建
筑面积 5.3 万平方米，计划新建
住宅楼9栋，同时配套建设道路、
景观及室外管网，将安置回迁户
500 余户，是改善棚户区百姓居
住条件的重要民生工程。

与此同时，位于虎林经济开
发区的鸡西市另一重点项目通
用厂房二期工程也在火热施工
建设中。日前，通用厂房一期已
成功引驻黑龙江中创华博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风光互补新能
源路灯制造项目。

据了解，二期项目将进一步
解决小微企业发展面临的资金
与用地瓶颈问题，充分发挥生产
要素的集聚效益，实现工业集中
和产业聚集，推动产业向集约
化、规模化、专业化发展。

企业发展用地面临的最实在
的问题就是实现土地利用率最大化。深谙建筑之
道的项目负责人宋明义说：“通用厂房二期包含两
个工业厂房，每个厂房占地 5400平方米左右，全
部采用框架结构，用独立柱代替承重墙，框架结构
能够减少占地面积，为企业生产创造更大的空
间。”

今年，虎林市列入鸡西市重点项目 36个，规
划总投资 27.9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16.4亿元。其
中，重点产业项目14个，规划总投资14.6亿元，年
度计划投资6.8亿元；民生项目4个，规划总投资4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3.3 亿元；基础设施项目 18
个，规划总投资9.3亿元，年度计划投资6.3亿元。

为了项目建设有速度，年初以来，虎林市委市
政府细化部署，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充分发
挥“店小二”驻场、专班推进、市级领导领衔三级服
务模式作用，高位推动，高频调度，高效推进，为项
目的“冲刺跑”提供了充足动力。截至 6月末，该
市开复工项目 30个，开复工率 83.3%，完成投资
6.7亿元，投资完成率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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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黄新星 记者刘柏森）
为营造干净整洁的人居环境，近日，
密山市中心街道联合该市住建局集
中开展河道垃圾整治行动。

整治过程中，针对居民反映的
蘑菇沟河道多年淤堵、河水黑臭、周
边环境脏乱问题，密山市住建部门
根据辖区内蘑菇沟及沿岸实际情
况，出动钩机 4 台，对河道进行疏
通、扩宽，对河沟内淤泥、垃圾及沿

线的环境卫生进行了全面清理。共
清理蘑菇沟近4公里，清理河道9公
里，清淤70车2000余吨。

为了彻底解决问题，住建部门
在居民经常扔倒垃圾地段新增设 3
处垃圾点，并进行了垃圾干湿分离
的设定处理；建立了该区域环境卫
生与“河长制”长效管理机制；对该
区域内的破损路面进行了填平处
理。

密山 清理河道整洁环境

本报讯（于晓霞 姜文逸 记者
孙伟民）7月5日，虎林市举办“惠聚
初夏 畅购虎林”促消费活动，以释
放消费需求、提振消费信心、助力企
业发展。

活动历时 23天，采取市政府主
导、多方联合、市场化运作的模式，
市民通过云闪付 APP62 开头银联
卡刷卡、插卡、手机闪付等方式和申
领虎林市政府电子消费券在指定商

户消费，即可享受商家让利、刷卡满
减、扫码满减等优惠政策。

活动中，虎林市政府发放补贴资
金150万元，涉及汽车、家电、餐饮、零
售等多个领域，23家参与企业抓住此
次活动的有利时机，秉承“诚信兴商、
物美价廉”的经营理念，以惠及百姓
生活为目标，纷纷推出品质优异、性
价比高的商品，为全市人民送上了一
场精彩纷呈、热烈红火的消费盛宴。

虎林 150万元补贴促消费

本报讯（郝东 记者孙伟民）目
前，大豆田间管理已经进入病虫害
防治关键时期。经过虎林市农技推
广中心培训，155名乡村植保员正每
天穿梭在田间地头，用专业的技术
点对点开展防治病虫害技术服务。

今年，虎林市建立农作物病虫疫
情监测网点155个，确定乡村植保员
155名，分别服务于11个农业乡镇、6
个农场和 2个森工林业局的 700万
亩农田，全力做好虎林农作物生长
中后期病虫监测和防控指导工作。

虎林 现场指导防虫害

本报讯（于晖 记者孙伟民）连
日来，到虎林市虎头国家5A级旅游
景区进行研学的队伍数量持续增
加。“旅游+研学”为当地文旅产业
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市场活力。

目前，在虎林市侵华日军虎头

要塞博物馆，来自黑龙江大学的研
学旅行团认真观看陈列在展柜里的
历史文物，了解二战终结地背后的历
史故事。现场，讲解员为大家讲述当
地抗日英雄的光荣事迹，学生们被先
烈传承至今的红色精神深深震撼。

“旅游+研学”
为虎林旅游业增活力

本报讯（刘瑜 记者刘柏森）7月 12日晚，以“文
化振兴 助力三农”为主题的鸡东县第五届农民文
化艺术节在该县凤凰综合体梧桐广场举行。

当日 19 时，由鸡林乡朝鲜族管乐队带来的器
乐合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难忘的时
光》《歌唱祖国》拉开了整场演出的帷幕。随后，
舞蹈《花开中国》、京剧《红灯记》选段、现代舞《我
相信》、乐器表演《大家来跳舞》、男声独唱《你》、
女声小组唱《梨花颂》、二人转《双回门》等节目精
彩上演。最后，整场演出在歌伴舞《中华民族一
家亲》的喜庆旋律中圆满结束。整场演出历时近
2个小时。

鸡东第五届农民文化艺术节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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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小区棚改项目施工现场。
于晓霞 本报记者 刘柏森摄

鸡东县以提高中药材规模
化标准化种植水平、做大中药饮
片制造、做优现代中药制造、加
快发展中药流通体系建设为重
点，构建从种植、经营到销售、临
床的中药材全产业链体系，切实
把中药材产业培育成为县域经
济新的经济增长点。

如今，鸡东县中药材种植面
积达到了 10万亩，中药材初、深
加工企业 3 家。日益壮大的中
药产业，不但富了农民，也强了
县域经济。

鸡东是全国产粮大县，也是
我省中药材示范县。该县生态
环境复杂多样，土壤富硒富锗，
中药材资源蕴藏量十分丰富，
具备生产优质中药材的天然禀
赋。

至目前，该县已经查明中药
材品类达到 231种，主要产品有
黄芩、刺五加、丹参，人参、松茸、
五味子等，重点保护品种及现已
勘查的蕴藏量刺五加 60 万斤、
五味子 15 万斤、松茸 0.6 万斤，
其他药材蕴藏量也十分丰富。

鸡东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吴国娟告诉记者，近年来，鸡东
县还积极对上争取资金扶持企
业发展道地中药材，已连续 3年
得到中药材规模化补贴项目资
金累计 2150 万元。今年，鸡东
县重点扶持刺五加、紫苏、黄芩3
个道地药材品种种植。

截至目前，该县道地药材种

子种苗繁育基地达到 3处，标准
化种植示范基地达到 5处，道地
药材种植面积 1000亩以上种植
户达到11家、200亩以上达到34
家，全县中药材在田面积增加到
10万亩，年产量可达到 1.1万吨
左右，已形成“专业协会+合作
社+农户”的产业经营模式。

兴农镇位于鸡东县北部山
区，地理条件突出，出产的药材
质量好、无污染、药分含量高。
因此，鸡东县将中药材种植主产
区设在兴农镇。镇党委副书记、
镇长杨元坤告诉记者，该镇坚持
市场主导与政府引导相结合，资
源保护与产业发展相结合。通
过发挥东保合作社、联兴合作
社、瑞麟祥生物科技、盛元林业
有限公司作用，积极与葵花药
业、“三九”药业、贵州百灵药业
公司等大型药企开展合作，签订
了长期供销合同。

如今，中药材种植已成为兴
农镇农民致富奔小康的主导产
业。该镇按照“一乡一品，一
村一药”的产业发展路子，不
断健全完善产业链条，从而实
现中药材产业规模化、产业
化、品牌化。

盛夏，记者爬上兴农镇富强
村南沟西坡，映入眼帘的是一片
白鲜皮中药淡粉色的花海，虽然
盛花期已过，但鸡东县联兴中药
材种植专业合作社社员们的心
里却乐开了花，因为他们都知道
在这片鲜花下，埋藏着无数的

“金疙瘩”。
联兴合作社社员邵立生告

诉记者，这片白鲜皮共 50多亩，
在这里种植 4年，目前已经可以
挖出药根卖钱。他给记者算了
一笔经济账：现在挖，白鲜皮的
根个头小、份量轻，虽然马上能
卖钱，但收入一般。如果再等 4
年，一株的根大概能收 1 斤，每
斤能卖 10 元。一亩地大约有
4000 株，毛收入就是 40000 元，
就算用了 8年的时间，平均每年
一亩地收入也得5000来块钱。

联兴合作社创建于 2016
年，现在股东成员 21 人。几年
来，合作社投资 550 万元，主要
从事中草药种植与管护。至目

前，该社白鲜皮、赤芍、苍术、刺
五加等中药材种植面积已达
1600多亩。

合作社理事长李晓敏说，种
植中药材前景好、效益可观，但
必须有资金、懂技术，有市场。
近年来，国家对中药材企业给予
大力扶持，发放中药材规模化补
贴资金。技术上，县农技推广中
心的专家随叫随到，到地里现场
指导。在销售上，我们有广阔的
市场、有稳定的客户。农民加入
我们合作社种植中药材，发家致
富更有保证。

鸡东县在扶持合作社和农
民大面积种植中药材的同时，还
大力鼓励并帮助合作社、种植企
业、加工企业制定品牌发展规
划，积极申报国家地理标志，开
展品牌塑造和市场推广，叫响鸡
东优质中药品牌。

截至目前，该县中药材及其
产品已有注册商标 23 个。其
中，鸡东县新医圣制药的“众春”
牌为全省驰名商标，其生产制造
的“益脑宁片”“刺五加浸膏”等
20余种产品获批国药准字；“鸡
东黄芩”已成功申报为中国地理
标志产品；“鸡东紫苏”申报地理
标志工作已进入最后审核公告
阶段。

正所谓“无农不稳、无工不
富”。中药材加工龙头企业对于
中药材产业的发展有极其重要
的作用。

鸡东县通过加大服务力度，
帮助扶持中药材加工企业壮大
发展，并积极引入中药材精深加
工的优质企业入驻鸡东。

值得一提的是，鸡东县为珍
爱紫苏精深加工项目累计争取
补贴资金 346万元，助力企业建
设紫苏全链条生产线。至目前，
珍爱紫苏已拥有加工能力 3000
吨紫苏籽冷榨生产线、年加工
1500吨精制一级油生产线和紫
苏产品深加工萃取车间、蛋白车
间、肽生产车间，产品远销日本、
美国等国家和地区。

接下来，鸡东县将通过培育
大品种、创建大品牌，实现财政
增税、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目
标。

鸡东中药产业鸡东中药产业
富了农民强了经济富了农民强了经济

□张明新 王文利 本报记者 孙伟民 刘柏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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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现场。 刘瑜 本报记者 刘柏森摄

花海花海。。黄新星黄新星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柏森刘柏森摄摄

本报讯（于金鑫 记者刘柏森）近日，密山市
净仁药材专业合作社的数千亩月见草开花了，比
往年提前了近一个月的时间。

月见草俗称“夜来香”，是一种中草药，具有
强筋骨、祛风湿的功效。净仁合作社从2017年开
始发展月见草种植。历经 5年的发展，该社已累

计投资3000万元，建成了全国最大规模的月见草
种植基地。理事长丁晓华说，合作社准备在明年
扩大面积，把规模发展到1万到2万亩。

近年来，密山市坚持把发展中药材种植作为
推动乡村振兴和农民增收的有力抓手，加快构建

“一县一业一乡一品一村一药”的格局。

密山数千亩夜来香提前开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