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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见习记者 梁金池

海伦市

“网红带货”助
农副产品进城

坚果之王
叫响龙江榛子品牌

□本报见习记者 唐海兵

伊春市伊美区

“三注重”壮大
村集体经济

□本报见习记者 梁金池

龙江农业好品牌之讷河大豆

“这农用车比‘大黄蜂’都大！真气派
啊！”6月 24日，安邦村新到了几个大型农机
具，村里的老人小孩争先来看热闹。

村会计张加寒说，“这是村两委和驻村
工作队向上级争取了 183万元的农机产业扶
贫项目，为此还制定了农机具管理和收益分
配办法，采用自主经营与租赁经营相结合的
方式，每年大概实现收益 10多万元。”

张加寒说：“为了让村民受益，接下来，
我们要优先在村民中培养大型机械操控操
作能手，让更多的农民具备一技之长。”

“扶贫工作不是一个工作队、几个人能
完成的事，我们的背后有农投集团的支持和
鼓励。”冯喜生说。

前不久，通过第一书记的协调和沟通，农
投集团同安邦村开展粮食产区生产储备项目

的年收益 6万元已到账，该项目利用中央和省
专项资金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项目资金 50
万元，村自筹 5万元，合计投入 55万元到农投
集团二级板块龙粮集团，开展粮食储备。

冯喜生介绍，由于村级业务拓展能力有
限，风险管控能力弱，将专项资金和村集体
自筹资金投入到龙粮集团，优先收购本村和
本县玉米，同时市场化收购外地粮源。项目
主要利用龙粮集团承接的京粮、川粮等异地
储备指标获得储备收益，同时开展部分深加
工及市场化运营，以实现稳定利润。投资收
益进村集体账户，每年提取 50%，平均补贴给
每位村民缴纳合作医疗保险。

安邦致富方能安民心！安邦人动了起
来，安邦的产业活起来，“安邦模式”的后续
效益正在显现……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下好“先手棋”、筑牢“定盘星”、激
活“新动能”……一年来，克东县驻村工
作队交出了自己的成绩单，为本地全面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奠定坚实基础。

其中，成立乡村振兴临时党支部 98
个，先后协调派出单位争取产业项目资
金 722万元，确定新型产业项目 22个。
与村干部结成 229个帮扶对子，帮助村
干部开阔思路，明确产业发展方向。

截至目前，全县监测帮扶对象共
516户 1090人，其中已消除风险 484户
1021人，占比 93.8%。协调资金解决路
灯安装、道路维修等实际问题。

此外，驻村工作队积极探寻乡村振
兴发力点，“一村一品”村达到 43个，落
实各项产业 168个。省林草局驻宝泉
镇富民村工作队投资 100万元成立全
省首个农民造林专业合作社。培育 24
个造林绿化和园林绿化品种，苗木面积
237亩，2021年共销售苗木30万株（墩），
带动农户增收 9万余元。省邮局驻昌盛
乡东兴村工作队建立全省破旧邮袋缝补
车间，提供务工岗位6个~8个，带动30户
农户增收。

为助力乡村振兴，海伦市电子商
务服务中心通过直播带货、线上线下
订单供应等销售方式，推动农业农村
工作稳步推进、农户持续稳定增收。

这几天的海伦市海北镇西安村
很是热闹，海伦市电子商务服务中心
的工作人员正在忙着把西安村村民
送来的黄瓜进行分类、装箱。这些黄
瓜全部来自西安村村民自家的小菜
园，虽然现场人数众多，但大家都有
序地排着队，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
容。自 6月 27日开始，通过线上销售，
海伦市电子商务服务中心组织电商
创业园区企业通过开展线上直播销
售活动，仅一个半小时就把当天收购
的 800斤黄瓜全部售罄。

今年，当地农户田向奎在自家小
院种了黄瓜、草莓柿子、豆角、茄子，现
在黄瓜已经成熟，并采摘了 4茬。现在
看，今年他家仅通过小菜园预计就能
增收 1万多元。

为切实提高农村党建工作质量，
伊春市伊美区以“三注重”引领，推进
乡村振兴取得新进展。

其中，以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为
抓手，注重基层组织建设。采取远程
教育、视频学习等方式，注重干部队伍
建设。另外，注重驻村干部综合素质，
通过考核，选拔有责任心、工作能力
强、业务水平高的党员干部担任驻村
第一书记。注重夯实产业根基，制定
了《关于 2022年扶持发展壮大村级集
体经济的实施方案》，相继规划建设

“食用油生产加工”“鲜食玉米加工及
冷库仓储”等项目。目标到 2022 年
底，各村集体经济平均收入 20万元。

“九山半水半分
田”，这是记者在当
地采访中最常听到
的对东宁地貌的形
容。东宁人依托独
特的气候资源禀赋，
缔造了富民增收的
黑 木 耳 产 业 ，可 以
说，东宁人的“木耳
梦”就凝聚在一个个
小 小 的 菌 包 之 中 。
王良武告诉记者，菌
包的制作颇为讲究，
每个菌包重 2.8 斤，
高 22 厘米，直径 10.5
厘米，打眼 234个，内
容 物 多 是 木 屑 、麦
麸 、豆 粉 、石 膏 之
类。但记者想，这并
不是全部，人们的勤
劳与智慧才是其中
最重要的添加。

“咱们黑龙江的榛子，口感丰富，味道
香甜，很多人吃过地道的龙江大榛子后，都
说比国外的品种更香。”在佳木斯桦南县本
全榛子专业合作社，大片绿油油的榛子树
映入眼帘，拨开细密的树叶，颗颗拇指大的
果实在层层包裹中露出头来。”黑龙江省林
业科学研究所二级研究员杨凯一边查看榛
子长势，一边自信地讲道。

榛子外壳坚硬，果仁肥白圆润，带有独
特的香气，含油脂量大，吃起来口感香美，
余味绵绵，可生吃也可炒食，是非常受欢迎
的坚果食品之一。榛子与核桃、杏仁、腰
果，被人们称为“世界四大坚果”，并位列之
首，有“坚果之王”的美誉。

杨凯介绍，榛子营养丰富，果仁中除了
含有蛋白质、脂肪、糖类外，胡萝卜素、维生
素 B1、维生素 B2、维生素 E含量也很丰富，
榛子中富含人体所需的 8种氨基酸，其含
量远远高过核桃，榛子中各种微量元素如
钙、磷、铁含量也高于其他坚果，榛子中不
饱和脂肪酸含量丰富，尤其是油酸含量很
高，能有效防止心血管等疾病的发生是一
种优质的功能性油脂，具有多种功效。

黑龙江的榛子为何格外香？这多亏了
黑龙江的好山好水好良田。“黑龙江地处中
高纬度，雨热同季，日照充足，雨量充沛，在
榛子结实作果期，昼夜温差比较大，有利于
干物质积累。而且我省的榛子园多建在丘
陵地区，生态环境良好无污染。”杨凯说。

在哈尔滨市通河县，茂密青翠的榛子
树布满山野，目前全县榛子种植已有 13.2
万亩，占全国人工种植面积的十分之一，是
名副其实的“全国大榛子第一县”。“通河大
榛子”已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并通过国
际 SGS双向质量检测，成为响当当的地域
品牌，通河县也被评为“国家大榛子产业标
准化示范县”。目前，通河正全力打造集大
榛子种植、存储、运输、加工、销售为一体的
绿色产业链，将龙江大榛子的品牌之路越
走越远。

图片由被采访对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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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村队这样助
““五个三五个三””规划规划

□本报记者 宋晨曦

“我家‘开心农场’里的菜都能摘了，现在我每周都去集贤县福利镇安邦村看看我的这个小菜园。”集贤县居民秋
实兴奋地说。

据省农投集团驻安邦村第一书记冯喜生介绍，安邦村建设的“一米菜园”、“农家乐”、“采摘园”等项目，很受城里
人欢迎，“我们这儿现在订餐火爆，餐位紧张，农家乐饭店要提前预定。”该村农家乐店主张金兰说。

据悉，这一系列的“安邦模式”，已让村集体年增收 50万元。

一直以来，集贤县相关部门为发展安
邦村的产业费劲了心思，做了不少尝试。
但因缺少长远规划和系统谋划，加之资
金、人才、管理匮乏，面对抗风险能力弱、
配套缺失等现实问题，这些尝试多不了了
之。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为了寻
找产业方向，以冯喜生为首的驻村工作
队行动起来，经过长期、大量的样本考察
和案例分析，今年初商议的“五个三”规
划初步构想完成，既“充分利用三项优
势，实现三类共享，达成三个规划，采用
三步走，实现三个目标”。

冯喜生介绍，安邦村有区位交通、庭
院资源优势，有条件实现产品共享、农庄
共享、土地共享。同时整合村内资源，规
划村里“庭院一米园，餐饮一条街，鲜花一
整村”。逐步实施三步走策略，即低成本
整合现有资源，开展一米菜园出租托管、
时蔬会员配送、草莓园采摘、农家乐等项
目。第二步，围绕第一阶段项目，开发可
品鉴、可外销、可上电商的产品。第三步，
实现形象上档次，模式可复制。通过完成
体验式耕种活动，进而“带动人、带起人、
带来人”，让城市人重返乡村，创业、消费、
体验。

接下来，如何说服农户跟着干呢？
工作队开始了“走街串巷”的游说，村民
们说：“工作队的努力和付出我们看在眼
里，能跟着工作队干事、挣钱，何乐而不
为？”

当时，节约资金和扩大宣传是两项
重要工作内容，驻村队员们煞费苦心，另
辟蹊径，将两项工作同时推进。“五一”前
后，集贤县内很多人的朋友圈、微信群都
收到了一则关于安邦村筹建农家乐需要
借餐桌餐椅的消息，随即得到很多人的
帮助，因此打开了知名度。

村民纪艳杰说：“自从驻村工作队来
后，村里越来越热闹！”

“第一枪必须打响！”冯喜生说，“一米菜
园”是牵动全局的先行项目，关系着小园采
摘、蔬菜配送、小园农家乐、小园民宿等项目
能否更好地融合联动。其主要运营模式是
将村民自种小菜园的多余部分进行集中连
片经营，村集体租用符合条件的村民菜园，
铺设地砖甬道、架设风情小栅栏，分隔成标
准单位，统一对外进行招租。

“村民们多为观望态度，真要动了他们
家的土地，多数农户推三阻四。之前选定的
6户村民，有 5户出现了问题。”工作队队员吴
庆红说。问题反馈回来后，工作队员们一致
认为，核心问题是把菜园子交给政府租赁，
农户心里不踏实，为此队员们及村干部众
筹，每人出 1000 元启动资金，现场量地、签
约、点钱。地还没种，农民就见到了实惠，很

快便完成了测量工作。
小菜园统一整备，完成地砖甬道铺设和

栅栏分割后，下一步就是统一对外招租了。
“制定什么样的价格，提供哪些服务，大家争议
很大。同时，建议客户种什么种多少、是否满
足不同客户自主需求等一些问题有待确定。”
工作队队员杜柏秋说。

因此，工作队与村两委又紧锣密鼓地开
始多轮探讨，最终制定了全托管 999元、半托
管 699元、自主种植 299元，每 50平方米一个
单位的三种租赁模式，和团购三块地以上优
惠 200元的促销政策。

5月 2日 9时，集贤县县长栾伟江发了朋
友圈：“驻村工作队再行动——‘安邦小园’
预订模式开启！”几天后，安邦村 30个“一米
菜园”全部预定。

多元化产业效益正在显现

重点发展哪个产业
他们费尽了心思

首发项目“一米菜园”大获成功

种植规模9亿袋 产值33.2亿元

看东宁如何做大黑木耳产业
□文/摄 本报见习记者 梁金池

“目前，我市
直接从事黑木耳
生 产 的 农 户 有
2.2万人，占全市
农 民 总 数 的
22% ，黑木耳已
成为东宁市农村
富民支柱产业。”
中国食用菌协会
黑木耳分会常务
副秘书长、东宁
市黑木耳产业办
主 任 王 良 武 介
绍，2021 年东宁
市黑木耳种植规
模 9 亿袋，产量
4.15 万吨，产值
33.2 亿元。2022
年预计全市黑木
耳种植规模 9.5
亿袋。

小木耳，大产业，它无疑为东宁市的
经济发展与乡村振兴注入了“源头活
水”。王良武说，东宁市的木耳产业已经

“多面开花”。数据显示，全市已累计建成
200亩以上园区 39个，各类黑木耳专业合
作社 89个，注册登记黑木耳相关企业 116
户。从木屑经销到菌用物资经销，从菌包
生产到菌械制造，从废弃菌包利用到木耳
加工，东宁市的黑木耳产业走起了自己的

“扩链之路”。
除了最常见的干货木耳，东宁市还研

发并生产出木耳酱、冻干脆片、木耳糖、木
耳菜肴、木耳粉丝、即食木耳等 20余种深
加工产品，产业发展创新驱动能力的增强
得益于强大的科技支撑。东宁市食用菌
研发中心等 6家科研院所的创建，为高端
专业研究型人才的引进、乡土人才潜力的
挖掘、新技术的研发和储备助益良多。

销售作为产业链的重要一环同样不
容忽视。记者在当地雨润绥阳黑木耳交易
大市场发现，这里围绕黑木耳设置了具体
部门：展示中心、结算中心、检测中心、生产
营销中心、电商直播服务中心……此外，这
里作为国家级黑木耳批发大市场拥有 643
间门店、1700余位常驻黑木耳经纪人，黑
木耳年均交易量超 10 万吨，交易额超 60
亿元。

“接下来，我们要聚焦‘标准化、科技

化、品牌化、金融化’发展，加速产业提档
升级，持续推进废弃菌袋治理，促进产业
稳定健康发展，不断夯实黑木耳支柱产
业地位。”王良武认为，东宁市未来将贯
彻落实省第十三次党代会关于建设全国
重要的食用菌生产加工基地的发展战
略，以打造百亿级黑木耳产业为目标，加
快实施数字经济、生物经济，推动生产模
式创新，全面提升东宁市黑木耳产业核
心竞争力。

记者手札
小木耳成为当地支柱产业

国家级黑木耳批发大市场就在这里

克东县

“一对一”结对帮带
落实处

□本报见习记者 梁金池

驻村干部入户走访驻村干部入户走访。。

农户在缝补车间忙碌农户在缝补车间忙碌。。

直播间搭在农家院直播间搭在农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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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油加油！！工作队队员和村委会成员们工作队队员和村委会成员们。。

农机具到位农机具到位。。小菜园种菜了小菜园种菜了。。

饱满锃亮的黑龙江大榛子饱满锃亮的黑龙江大榛子。。

安邦安邦
兴村兴村

本组稿件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黑木耳黑木耳。。

工人正进行工人正进行
采摘作业采摘作业。。

雨润绥阳黑木雨润绥阳黑木
耳交易大市场耳交易大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