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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新观察

看点招商

□张静怡 本报记者 董新英

盛夏，重点项目建设进行时，兰西县项目建设如火如荼。
在兰西县辰能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平价上网项目建设

现场，数十台超百米高的风力发电机迎风伫立。风力发
电升压站中控室内，工作人员正在进行配套设施安装和
设备调试，为即将开始的并网发电做最后准备。

兰西县辰能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平价上网项目是省重
点项目之一，总投资 7亿元，项目建设 30台风力发电机
组、74公里输变电线路、262基线路铁塔以及 220千伏升
压站一座，项目建成后预计年上网电量可达 30997万千
瓦时，减少当地二氧化碳等排放物 24万吨，年营收 1.03
亿元，利税0.2亿元。

在位于兰西经济开发区的黑龙江北旺食品有限公
司，年屠宰100万头生猪及肉类食品深加工项目现场，同
样一派忙碌的建设景象，上百名工人正在进行道路铺设
墙体粉刷，屠宰设备升级改造等施工作业。

黑龙江北旺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东亚说，公司年
屠宰100万头生猪及肉类食品深加工项目是绥化市重点
推进项目之一，总投资2亿元，打造从种源到餐桌的一体
化经营模式，有利带动绿色食品产业链提档升级。“正式
投产以后，预估年产值可以达到 20个亿左右，能够带动
当地就业用工量约500人。”

兰西县凝心聚力抓招商，全力以赴上项目，共谋划、
储备省市县重点项目50个，总投资43.56亿元，年度计划
投资 19.62亿元，截至目前，已开复工重点项目 32个，开
工率64%。

“为深入贯彻落实‘能力作风建设年’工作部署，我们
将项目建设纳入‘四个体系’，采取‘专班推进、专人负责、
专项调度’的工作机制，细化时间表与路线图，抢抓项目
施工黄金期，以‘倒排建设时间、倒排实物工作量、倒数投
资完成额’的工作方式，持续加快项目建设，以项目建设
拉动固定资产投资稳定增长。”兰西县项目服务中心主任
商涛说道。

兰西县坚持项目数量与质量并重，突出产业建设导
向，全力以赴“抓谋划 强招引 抢进度 优服务”，努力扩
大有效投资，加快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为县域经
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风力发电项目建设现场。 张静怡摄

兰西项目加速跑
“招”进来“建”起来

记者带你记者带你看项目

□文/摄 刘海霞 本报记者 杜怀宇

近日，记者在绥芬河边境经济合作区内看到，由广
东玛速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兴建的中俄汽车配件
出口基地项目建设正酣，土地平整、临时道路修建、地
基处理……建设者们在骄阳下奋战，确保目标任务如
期完成。

广东玛速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全球性汽车
零部件制造企业，专注于汽车配件的研发、生产、销
售。近年来，企业深耕国际市场，面向欧美、东南亚、中
亚等地的全球分销商已达40余家，出口产品占据俄罗
斯三分之一的汽配市场，辐射俄罗斯全境。公司在绥
芬河边境经济合作区内拟建设占地7万平方米的中俄
汽车配件出口基地，项目总投资1.5亿元，完全达产后
预计年产值2亿元，年纳税将达1200万元。目前此项
目已完成投资1677万元，力争年底完成项目建设。

广东玛速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周秘说，公
司看到了绥芬河的口岸优势和政策优势，决定来绥芬
河投资建厂。中俄汽车配件出口基地项目落地后，绥
芬河市委市政府非常支持项目建设，每周调看项目进
展情况，帮助办理相关手续，协调解决项目建设过程中
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作为项目投资方，绥芬河市的营
商环境使我们有信心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高效率
完成既定建设目标，推动项目早日投产达效。他说：

“到绥芬河投资，我们放心！”
在边境经济合作区，记者看到，另一家由绥芬河海

融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牵头、北药集团投资兴
建的中药饮片加工基地项目，前期基础工作已经完成，
现按照规划设计进行一期项目建设。北药集团相关负
责人表示，绥芬河方面为此项目成立了专班推进项目
建设，倒排工期，使项目尽早落地，投产达效。

今年以来，绥芬河相关职能部门努力当好“服务管
家”，围绕企业诉求，着力解决企业生产和生活难题。
坚持靠大联强、以商招商，持续筑造“引凤巢”，招引新
的规模企业入驻发展。坚持在“引”上下功夫，加快口
岸资质申建，打牢产业发展基础，做好项目引进准备；
在“育”上下功夫，从企业的实际需求出发，解决好企业

“急难愁盼”，当好企业发展的联络员、信息员、战斗员、
服务员；在“服”上下功夫，真真切切让企业家感受到绥
芬河的自由与便利；在“考”上下功夫，健全完善“月排
名、季反思、年评价”的工作机制，及时跟进督办、“敲钟
问响”，确保签约项目质量和数量“双提升”。

“到绥芬河投资
我们放心！”

记者带你记者带你看环境

中俄汽车配件出口基地项目建设中中俄汽车配件出口基地项目建设中。。

本报讯（见习记者王阳阳）近日，
佳木斯市在山东青岛举行“爱家乡 献
良策 共发展”首届异地佳木斯商会会
长恳谈会，同时，还举行了佳木斯青岛
招商推介会暨青岛市佳木斯商会揭牌
仪式。来自北京、天津、青岛、沈阳、大
连、三亚的佳木斯商会会长和广东、浙
江、黑龙江等多家青岛外埠商会会长
到会。

恳谈会上，佳木斯市工商联发出
“爱家乡、献良策、共发展”倡议，各异
地佳木斯商会会长给予了积极的响
应，与参会的友好商会会长分别就“发
挥异地商会平台作用、促进以商招商”

“加强商会建设、促进招商引资、推进
佳木斯经济高质量发展”等内容进行
了踊跃发言，积极为家乡发展献计献
策。

会上，青岛市相关负责人与青岛
市佳木斯商会会长为 21家青岛市佳
木斯商会会员单位授牌。佳木斯市领
导做招商整体推介，富锦市、抚远市、
桦川县、汤原县领导及部分企业做宣
传推介。青岛市、佳木斯市工商业联
合会进行友好工商联签约；青岛市佳
木斯商会与青岛市部分商协会进行友
好商会签约；汤原县政府与崂山旅游
集团、隆海集团和青岛市佳木斯商会
签订了合作意向协议。

两城市相关负责人表示，青岛市
佳木斯商会的成立，搭建了企业家之
间、企业家与家乡之间交流沟通的新
桥梁，创建了青岛、佳木斯两地经济发
展、区域合作的新平台，打开了宣传推
介佳木斯、讲好佳木斯故事的新窗口。

颁发高端顾问聘书。
图片由青岛市佳木斯商会提供

青岛市
佳木斯商会成立

□本报记者 姚建平

7月 18日，齐齐哈尔市召开烤肉连锁经
营发展大会，省商务厅、国家连锁经营协会、
世界中餐业联合会、黑龙江省连锁经营协
会、山东省地理标志产业协会等部门参会，
齐齐哈尔烤肉产业协会、国内著名烤肉餐饮
连锁机构、域内外齐齐哈尔烤肉企业及连锁

品牌代表到会，共商齐齐哈尔烤肉美食发展
大计。

为应对疫情冲击，稳住经济大盘，抢占
烤肉产业大发展的黄金赛道，打造中国中
式烤肉标杆，持续擦亮齐齐哈尔“国际烤肉
美食之都”名片，齐齐哈尔市采取了一系列
特色促消费扩内需的务实举措，助力齐齐
哈尔烤肉企业发展壮大。

会上，各位专家和齐齐哈尔烤肉连锁经
营企业家们围绕推动齐齐哈尔烤肉连锁经
营发展这一主题，认真分析现状、研究趋
势、展望未来，交流新理念、新思路、新方
法。齐齐哈尔市为龙江华牛、上海杨记、北
京宜燃餐饮、济南源动力、成都炙当家等齐
齐哈尔烤肉连锁品牌企业授牌。这些企业
与齐齐哈尔市商务局共同签署了齐齐哈尔
烤肉连锁总部合作协议，把总部落户齐齐
哈尔。

会上，齐齐哈尔市商务局与工商银行齐
齐哈尔分行、黑龙江省农业融资担保有限责
任公司齐齐哈尔分公司、齐齐哈尔市金融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齐齐哈尔烤肉产业协会签
署了齐齐哈尔烤肉产业链供应链金融服务
合作协议，创新烤肉产业金融产品，满足齐
齐哈尔烤肉企业贷款需求。

据悉，齐齐哈尔市委市政府将把齐齐哈
尔烤肉纳入到重点产业链、供应链中，实施
强力推进，围绕打造中式烤肉新标杆，做强
产业链，做大供应链，做优价值链，千方百计
为烤肉企业服务，助力更多烤肉企业走向连
锁化经营。

齐齐哈尔召开烤肉连锁经营发展大会

闻“香”谈合作“链”上商机多

产业基础：黑河地处世界三大黑土带
之一，是国家重要商品粮基地和绿色食品
主产区，被农业农村部确定为全国绿色高
质高效创建示范市。现黑河市域大豆良种
繁育面积达到 83万亩，实验品种达 71个，
产出原种190.3万公斤。

建设内容：建立大豆育种科学院，科研
用地300亩~600亩，建立大豆繁种基地，加
工基地、种子加工车间及设备、种子室内检
验设备、种子样品室等。

投资规模：项目总投资约1亿元
效益分析：项目预计销售收入3亿元，

利润0.5亿元。
目标企业：北京市中农发种子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联系单位：五大连池市农业农村局
联系人：隋波
联系电话（手机）：15046988774

黑河种子产业
合作项目

齐齐哈尔烤肉连锁经营发展大会现场齐齐哈尔烤肉连锁经营发展大会现场。。李贺李贺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姚建平姚建平摄摄

“有活力、有潜力”，这是浙商们在实地考察
后，对哈尔滨的总体印象。

“此次考察是一个契机，更指引了合作的方
向，为浙商组团来黑龙江寻觅新商机、加强黑龙
江与浙江的企业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考察
团团长喻渭蛟说。

作为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喻
渭蛟表示，哈尔滨是国家向北开放的高地，是所
有前往北美航班的经飞地，有着优越的交通区位
优势。当前，圆通正在加速打造“快递+商贸+金
融+科技+航空+国际”的业务新格局，结合哈尔滨
的优势，圆通愿意同哈尔滨一道，共同探索建立
国际贸易大通道，探索边境口岸新合作方式，建
设空港综合商贸城。

海亮集团是世界五百强企业，去年营收超
2000亿元。海亮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黎红
说，近年来，海亮集团聚焦教育、有色材料制造、农
业三大板块，其中农业板块致力于连接菜园子与
菜篮子，打造“一地一品”，目前已在黑龙江省五常
市建立五常大米合作基地。此次考察，海亮集团
将寻求在教育和农业方面的合作契机。

中策橡胶集团是中国最大的轮胎制造商。中
策橡胶集团董事长沈金荣说，中策与哈尔滨渊源深
厚，特别是和哈尔滨工业大学数位院士紧密合作，
建立起了中国第一套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轮胎设
计正向模式平台。中策将紧盯黑龙江与哈尔滨独
特资源优势，进一步加强与哈工大在可再生材料领
域的合作，并将成果转化项目落地哈尔滨。

安恒信息是网络安全领域的领跑者，一直以
来，安恒信息非常重视与黑龙江及哈尔滨的合
作，目前已完成和哈尔滨大数据中心的战略签
约，并和多所高校签署人才培养协议。总会数字
资产及交易委员会主席、安恒信息董事长范渊表
示，计划未来在哈尔滨投资落地设计基地、赋能
中心与人才孵化基地。

国城控股集团是一家以矿业、化工、贸易、投
资等业务为主体的大型企业集团。去年以来，国
城控股通过锂矿开采、碳酸锂与磷酸铁锂制造切
入新能源汽车赛道，未来三年其碳酸锂产量将处
于国内领先地位。国城控股集团董事长吴城表
示，希望在俄罗斯矿产资源进口以及新能源汽车
上游原材料制造等方面与哈尔滨建立产业合作。

柳桥集团是一家以羽绒产业为主的多元化、
跨地区发展的大型企业集团，年销售量在同行业
中名列前茅，产品远销全球。目前，柳桥集团已
和产业链下游企业合资成立了供应链管理投资
公司，正加快行业内的兼并整合，促进行业稳定
发展。柳桥集团董事长傅妙兴表示，黑龙江是羽
绒产能大省，希望能在大鹅养殖一体化项目方面
与黑龙江建立合作。

创业慧康是深交所上市公司，专注医疗卫生
领域的信息化服务与创新。目前，创业慧康正大力
拓展养老产业数字化业务，现已开发出养老服务平
台，可为政府机构、医疗机构、养老机构提供集成的
数据服务。创业慧康董事长葛航表示，希望能与哈
尔滨市携手合作，运用养老服务平台，共建共创养
老产业数字化的样板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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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曲静
见习记者 董广硕

迢迢四千里，浙商会龙江。7月
18日至20日，浙商总会副会长、圆
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喻
渭蛟率浙商考察团来黑龙江走访考
察，寻找投资合作机会。此行，浙商
企业把先进经营理念带到龙江，把
事业版图拓展到龙江，在数字经济、
生物经济、现代物流、农产品精深加
工、科技创新、服装制造等领域开展
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浙商们的
合作清单诚意满满。

浙商，素有市场意识、创新精神、开放视野，善于
拼搏实干、“无中生有”，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创造发展
奇迹。组织此次考察的浙商总会会员企业遍布全球，
覆盖制造、金融、贸易、医药、教育、地产、高科技、互联
网等各个行业。本次考察团企业包含了世界五百强
企业、中国五百强企业、国内外行业领先企业等，行业
覆盖传统产业、现代信息服务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

来到黑龙江，浙商们实地考察、座谈交流。考察
团成员纷纷表示，黑龙江自然资源丰富、创新条件优越、
产业基础雄厚、向北开放区位优势明显，是投资兴业、创
业发展的好地方。尤其是，当前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
业、赋能升级传统优势产业、推动服务业结构优化，与浙
江企业互补性极强，两“江”携手，将大有可为。

浙商考察团重点考察了哈尔滨新区，参观走访深
哈产业园、哈尔滨科友半导体产业装备与技术研究院
有限公司、哈尔滨新光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安天
科技集团等企业，调研企业科技实力与市场前景，考察
了解合作方向。

在科友公司，浙商们深入了解半导体制作设备，积
极与企业探讨未来合作方向。在哈尔滨新光光电，考
察团成员了解到该公司具备多品种、系列化高端军用
产品的研发和批产能力，在多个细分产品领域打破了
国外对我国的技术封锁、填补了国内空白，多位商会成
员与新光光电公司负责人积极探讨，寻求在细分市场
中合作的可能性。

安天科技集团作为国内最大的网络威胁检测对
抗团队之一，致力于全面提升客户的网络安全防御
能力，有效应对安全威胁，为客户数字化转型保驾护
航。考察团在深入了解安天的企业文化和发展方向
并观看了网络安全防御过程演示后，对企业的科技
实力连连称赞。

两“江”携手寻商机

点赞哈尔滨新区

浙商纷纷列出合作清单

浙商在哈尔滨新区考察浙商在哈尔滨新区考察。。

本栏图片均由见习记者 董广硕摄

浙商在深哈产业园考察。

考察团在安天科技了解情况。

浙 商 考 察
团在新光光电
（左）、科友公司
（右）了解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