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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铭阳
见习记者 杜清玉

从深圳特区到闽江之滨，再到北
国冰城，10天之内，黑龙江马不停蹄
在深圳、福州、哈尔滨三地召开了三
场数字经济投资对接会。

——黑龙江发展数字经济要素
禀赋独特；

——黑龙江发展数字经济呈现
勃勃生机；

——黑龙江发展数字经济支持
力度空前。

每一次推介，黑龙江都真诚地向企
业家们展示龙江发展数字经济良好的科
技优势、资源禀赋和区位条件，以及打造

“数字经济+实体经济”发展新蓝海的决
心。

今年以来，围绕产业、人才、环境出台
32项产业振兴发展政策，拿出近 5亿元，

从延伸壮大数字产业链、培育引进市场主
体、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推动数字
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营造良好发展生态
等方面，做大做强细分产业。

5 月份，省政府与华为、中兴、腾讯、
百度、京东、中科等 6家数字经济头部企
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拉开了企业抢滩
落户黑龙江的序幕，黑龙江“一号工程”
的如椽巨笔正在龙江大地描绘出一幅振
兴画卷。

“黑龙江的自然资源、人才资源优势
明显，发展数字经济具有得天独厚的条
件，黑龙江航天云网从落地哈尔滨开始，
就享受到了政府提供的各种优惠政策以
及人才方面的支持。”黑龙江航天云网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华说。李华早
年曾在哈尔滨读书，对这里的风土人情有
着充分的了解，今年 4月份回到哈尔滨工
作后，李华有着明确的目标，他说，未来将
在这里加大数字工厂、数字车间改造上的
投入力度，并在数字交易上与哈尔滨的一
些大型企业进行深度合作。

“通过今天的投资对接会，我们看到

了黑龙江各级政府高效务实的合作态度，
这与科大讯飞在黑龙江的布局计划是不
谋而合的。我们十分看重黑龙江省丰厚
的科教资源，并且已经与哈工大团队合作
成立了实验室，在近几年的国际权威比赛
中获得了 13 项人工智能方面的世界冠
军。数字经济大潮下，科大讯飞有能力赋
能黑龙江的中小企业创业者。”科大讯飞
黑龙江总经理王茵说，科大讯飞已经决定
在哈尔滨新区成立区域总部，并着手布局
研究院，将人工智能方面的产业应用逐渐
向黑龙江转移。

面对呼啸而来的数字经济时代，黑龙
江抓住机会，为传统产业插上新翅膀，惠
达科技、工大天创、龙采集团等一批企业
迅速崛起，开启“加速跑”模式。当然，数
字化带来的红利不只是“明星企业”的专
属，行业数字化布局正在广泛铺开。在全

省“十四五”数字经济规划框架内，到2025
年信息通信业实现营收 300亿元、电子信
息制造业实现营收 500亿元、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实现营收500亿元。

世界 5G大会作为全球首个 5G领域
国际盛会，已在北京、广东成功举办三
届。此次黑龙江主办 2022世界 5G大会，
充分展现了黑龙江积极拥抱科技创新、拥
抱数字经济的态度，在第五代移动通信技
术与各行各业结合的关键转型期，黑龙江
在基础优势、资源优势、平台优势、场景优
势的多重加持下，乘风起势。

5G连接你我，架起沟通的桥梁。8月
的松花江畔，一场数字经济的盛宴即将拉
开序幕。黑龙江诚邀企业家们在白山黑
水间深入交流，洽谈合作，在推进数字经
济领域共赢发展的新征程上携手合作，共
赢未来。

10天3会，迎一场

□文/摄 王洪玲 本报记者 吴树江

北大荒集团锦河农场有限公司拥有的7000多
块耕地，遍布在峡谷、森林、高岗之上。每一块黑
土地都在天然“氧吧”中呼吸着新鲜空气，孕育着
绿色的果实。

中伏天，记者来到锦河农场有限公司第二管
理区第八作业点，看见种植户刘玉宪夫妻正在小
麦地周边用镰刀除草，让微微泛黄的小麦更加透
气。

“现在小麦进入了灌浆期，再过一阵儿就收获
了，小麦地旁边是森林，能呼吸新鲜空气，品质好，
不愁卖。”刘玉宪说。

锦河农场是垦区最北部的农场，占地总面积
239平方千米，森林覆盖率达72.5%以上，现有耕地
24万亩，5亩以上的耕地有 7000块，这些耕地都镶

嵌在大山里，是一座名副其实“长在森林里”的农
场。

7000块零散分布的耕地如何管理？记者采访
了解到，平原上的耕地一望无际，大马力机械在管
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分布在森林里零星的耕
地，通过整形连片变小地块为大地块，为大型机车
作业创造了条件；还通过建档立册给每一块耕地
都“上了户口”，让森林里的小地块“有家可归”。

俗话说，“田间管理如绣花，一针一线不能
差”。眼下，在锦河农场整形连片大豆种植地号，一
台大型自走式风幕喷药机正对大豆喷施叶面肥作
业，以促进生长、增加结荚，从而达到增产的作用。

正在现场检查作业质量的农业发展部部长王
淑军看着刚刚“饱餐一顿”的大豆作物说：“今年，
我们对所有建档立册的耕地套用了最先进的栽培
模式，严格按照作物春播、夏管各环节农艺流程进

行作业，现在大豆进入了顶花期，预计后期的结荚
量会很多。”

“近年来，我们通过对耕地资源进行调查，把
耕地按照地理位置编上了地号，把耕地的坐标落
入了资源系统，并建立了农业耕地基本信息手册，
包含耕地的面积、坐标、性质、分布图，让所有的耕
地都‘有家可归’，实现了信息化管理。”锦河农场
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元林说。

7000块耕地，镶嵌在山峦，卧躺在林中，宛若
一颗颗璀璨的繁星点缀在大地上。

锦河农场根据辖区土地分布的地形地貌特
点、气候特征、土壤类型和作物种植结构等要素，
通过秸秆还田、有机肥施用、土地整形连片、冲刷
沟治理等综合措施，给 7000块耕地办理上“健康
卡”，保障了耕地的粮食产量和质量。

森林中的耕地。

本报27日讯（王红蕾 记者周
静 见习记者梁金池）27日，由省农
科院牵头建设的国家耐盐碱水稻技
术创新中心东北中心在哈尔滨揭牌
成立，将推动提升我国粮食科技创新
和盐碱地生态修复能力，为我国突破

“藏粮于地”空间、拓展“藏粮于技”储
备开辟新路径。

东北中心作为国家耐盐碱水稻
技术创新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将立
足黑龙江，联动三省一区，重点开展
寒地高产、优质、适应性广的耐盐碱
水稻品种培育技术攻关。据国家耐
盐碱水稻技术创新中心副主任、东北
中心主任来永才介绍，东北地区分布
着 5000万亩寒地盐碱地，黑龙江占
1500万亩。这些盐碱地如果种上水

稻，只要达到亩产 300公斤基础线，
就可年产稻谷45亿公斤。

目前，东北中心建立了“首席科
学家+试验站站长”联动配合的高效
运行机制，打造了集育种、栽培、植
保、信息于一体的科研创新团队，构
建了资源搜集利用、技术配套集成、
新品种培育的创新发展模式；审定推
广了 18个耐盐碱水稻品种，创新集
成了盐碱地水稻提质增效、轻简节本
直播、芦苇专项治理、稻田泥浆化治
理等技术模式，累计推广面积 1000
多万亩。其中，“绥粳18”“龙稻124”

“齐粳 10”分别在 PH8.8~9.5 的盐碱
地上创造了 455公斤~495公斤的高
产纪录，取得了“从盐碱地上产粮”系
列核心技术突破。

国家耐盐碱水稻
技术创新中心东北中心揭牌

本报讯（记者李天池）秀美的田
园风景，诱人的特色美食，多才多艺
幽默风趣的带货主播，26日，东方甄
选助农直播在牡丹江宁安市渤海镇
上官地村拉开帷幕。当日场观人数
超千万，最高在线人数近50万人，成
交金额2600万元。

本次活动由省农业农村厅牵头，
省商务厅、省供销联社、北大荒农垦
集团、龙江森工集团、省农投集团配
合。除了牡丹江专场，28日，他们还
将在哈尔滨大剧院继续为龙江好物
带货直播。

据悉，宁安市的现场直播共计两

场，场区分别设在稻田边和农家小院，
东方甄选团队董宇辉、七七、大琪现场
直播6小时，通过外景视频、现场吃播、
细说文化、数说产品等方式，全方位宣
传推介黑龙江绿水青山的资源环境及
特色优质农产品，现场直播带货大米、
杂粮杂豆、饮品、粮油、乳制品、山特产
品、畜牧、中药材等九大类55个品种。

目前东方甄选已与我省农业企
业达成共识，合作生产“东方甄选”蓝
莓原浆，五常大米等农产品加工合作
项目。他们还将与龙江农业企业建
立商务往来，继续推荐“龙江好物”，
进行深度合作。

东方甄选为龙江农产品直播带货

本报讯（宋燕军 记者姚建平）齐
齐哈尔市建华区以烤肉大区闻名，今
年大力打造鹤城烤肉宣传阵地，弘扬
鹤城烤肉文化。日前，齐齐哈尔市建
华区打造建设的鹤城新经济直播基
地——烤肉电商直播城已接近尾声，
即将精彩亮相。

据介绍，烤肉电商直播城建筑面
积2980平方米，共签约烤肉电商直播
企业10户、烤肉实体体验店1户。目

前鹤城新经济直播基地外立面门面装
修及显示屏调试整体结束；公共区域
装修情况铺设地砖及楼梯踏步、刮大
白、安装楼梯扶手、各层房间门等基础
装修已完成；烤肉实体体验店内部装
修、灯光调试已完成即将开门试运营；
烤肉电商直播企业已有3家入驻。

展示烤肉产业链强链的鹤城新
经济直播基地靓丽“亮相”。

宋燕军 本报记者 姚建平摄

烤肉电商直播城将亮相鹤城
（上接第一版）回想走过的道路，大庆

“油头化尾”服务专班每个人都感慨很
深。调研、座谈、谋划项目、制定方案、集
中会办、保障要素、帮助融资……每一个
阶段、每一个节点、每一个问题，都凝结着
大家的心血和智慧。在推进海鼎聚丙烯
项目时，当时雨水较大，工地低洼，大量积
水影响施工进度。得知这一消息，专班人
员李可达带人赶到现场，当场又协调了
100余人，一边用泵抽水，一边用砂石筑起
防洪堤，帮企业把延误的工期抢了回来。

总投资44.47亿元的大庆石化炼油结
构调整转型升级项目，更是在省委省政
府、中石油集团、大庆市委市政府和中直
石油石化大企业共同推动下，最终进入

“国家队”——列入国家《石化产业规划布
局方案》。

经过 784天连续奋战，该项目于 2020
年10月投产，大庆“千万吨炼油、百万吨乙
烯”的生产规模真正形成，树起了一座转
型振兴的里程碑。

大庆石化公司党委提供数据显示，该
项目投产以来累计加工原油 1243.88 万
吨、增产化工原料159.8万吨、增加营业收
入163.5亿元、增长税费43.6亿元，为繁荣
地方经济、延伸石化下游产业链、打造“油
头化尾”产业集群起到了重要的支撑牵引
作用。

多元并举壮大“油头”。伴随这个项
目进程，大庆另外两大“油头”项目——海
国龙油550、炼化增产石蜡也不负众望，先
后建成投产。

这三大“油头”项目，成为 3个千万吨
级炼化一体化企业的发展依托，为大庆乃
至全省“化尾”提供更多精深加工原料。

据大庆市工信局数据，大庆原油一次
加工能力已提升到 1900万吨，较发展“油
头化尾”之前增长29.3%。

“化尾”劲摆
11条产业链全部突破，产值超千亿元

省第十三次党代会以来，海鼎聚丙烯
项目运行良好，每天生产聚丙烯树脂颗粒
240万吨~260万吨。项目企业负责人谢义
表示，年底前就能把承接的 8万吨丙烯原
料，全部转化为 8万吨产量，产值将达 7.5
亿元。

这个项目的 8万吨丙烯原料，都来自
大庆石化炼油结构调整转型升级项目。
后者每年能给大庆提供乙烯、丙烯、液化
烃、混合二甲苯、甲苯等基础化工原料110
万吨。

为承接好“油头”提供的化工原料，大
庆提出链式延伸延长“化尾”的发展思路，
计划依托常规油、页岩油、天然气资源谋
划建设3个百万吨乙烯工程，打造新材料、
精细化学品、橡塑 3个亿级产业集群。为
此细分出乙烯、丙烯、芳烃等11条产业链，
每条链上筛选出重要节点项目，并且绘制
了图谱，便于开展精准招商。

今年市级计划新建续建 9 个重点项
目，总投资 196.6 亿元，当年计划投资
41.73亿元。新建的龙江化工聚碳酸酯联
合项目，是这11条产业链中“芳烃链”的最

后一环，它投产后年销售收入能达 65亿
元。该项目企业负责人贾飞介绍，由20万
吨纯苯到 35万吨苯酚丙酮，再到 20万吨
双酚A，大庆聚碳酸酯产业链就能全链贯
通了。

为推进该项目顺利实施，高新区服务
专班人员不遗余力。专班人员杨文晶告
诉记者，4月份项目所在地发现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项目现场人出不来，材料运不
进去，为不影响施工进度，专班和所在地
部门反复沟通，开辟出绿色通道。为防止
出现意外，在现场随时解决问题，他们 24
小时在岗，和工人一起在工地上吃住，一
直坚守了半个多月，这使得施工进度不仅
没受影响，还比原来快了。

如今，大庆已累计建成投产“油田化
尾”重点项目 177个。2021年，大庆石化
产业实现产值 1188 亿元，90%以上来自

“油头化尾”。

历史性突破
2025年力争产值突破2000亿元
落实党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大庆推

进“油头化尾”实现历史性突破。
这个突破，不仅是大项目“顶天立

地”，也包括中小项目“铺天盖地”，更体现
在原油一次加工能力、乙烯生产能力的

“双提升”。其中，乙烯生产能力提升到
160万吨、增长42.9%。

这个突破，还体现在推进主体上。最
初大庆高新区是主战场、主力军，过去4年
间累计开工建设“油头化尾”项目45个，陆

续投产35个，产值超千亿元。权威数据显
示，全国石油和化学工业产值超过千亿元
的超大型园区仅有18家。

高新区石化产业中心副主任邓军告
诉记者，今年，高新区紧盯大庆石化、大庆
炼化“十四五”期间新上百万吨乙烯项目，
通过原料承接、参与混改、联合共建等方
式，重点推进了致然化工20万吨异辛烷、5
万吨顺酐和 5万吨苯酐，化工研究中心聚
烯烃，华龙祥化工 3万吨功能型高分子聚
合物等项目落地建设。

继高新区“抢先一步”，经开区和全市
五区四县也都“开足马力”，上马了一批

“化尾”项目。
由此，大庆“油头化尾”形成“3+N”承

载布局，“3”即宏伟、兴化、林源3个化工园
区，“N”即每个县区辟建的精细化工、化
工新材料、生物化工、天然气加工等一批
特色产业园。为不断增强这些园区承载
力，大庆已累计投资近20亿元建设配套项
目。

今年，为加快“世界著名的资源转型
创新城市、中国新兴的数产深度融合城
市、全省领先的高质量发展城市”建设，大
庆“油头化尾”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2022-2024年）已经开始实施，目标是到
2025年产值突破 2000亿元，建成国家级
石化产业基地。

大庆市工信局局长刘国表示，大庆全
力构建“油头化尾”产业生态，“油头化尾”
必将成为大庆乃至全省工业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引擎。

大庆：“油头化尾”成集群

□本报记者 付 宇
见习记者 李雪君

椰风和畅，潮涌琼崖。从碧波荡
漾的松花江畔，来到风光神奇的琼州
海峡，26日，由省政府主办、省商务
厅承办的黑龙江省高水平出口消费
品加工区招商推介在海口市举行，来
自我省及海南、广东、浙江等省份的企
业代表齐聚一堂，共话龙江建设高水
平出口消费品加工区的潜力与机遇。

政策拉动 发展加工区有潜力
年初，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

于建设高水平出口消费品加工区的
指导意见》，要求“十四五”期间面向
俄罗斯、欧盟和北美等重点地区，在
我省中心城市、口岸城市，培育建成
哈尔滨、大庆、黑河、绥化、绥芬河、东
宁、穆棱等一批布局合理、产业优势
突出、基础设施配套齐全的高水平出
口消费品加工区。

加工区重点发展电子信息、轻纺、
农副产品加工、医药、机电、家居建材
等主导产业，加快建设亚麻、先进复合
材料等新兴产业，提高加工区产业集
聚度，逐渐形成产业链完整、市场竞争
力强的消费品出口加工产业集群。

“首批培育建设的高水平出口消
费品加工区，正多措并举加快推进建
设工作，已经分别制订了工作方案，
明确了发展目标、核心承载区、重点
企业和主导产业。”省商务厅相关工
作人员介绍，目前，哈尔滨自贸片区、
哈尔滨经开区、哈尔滨综保区、大庆
高新区、黑河自贸片区、绥化经开区、
绥芬河自贸片区、绥东重点开发开放
试验区等17个区域已被确定为加工
区核心承载区。

依托对俄区位优势，培育建设面
向俄欧市场的出口消费品加工区，龙
江潜力巨大，尤其是今年我省在财
政、金融、人才引进、土地保障等方面

密集出台了数字经济、生物经济、冰
雪经济、创意设计、工业振兴、科技、
旅游、外贸、外资等32项招商配套支
持政策，也是用真金白银为产业招商
释放政策红利，为投资者提供丰厚的
收益回报保障。

优质资源 发展加工区有底气
发展出口消费品加工，龙江具有

产业基础优势。近年来，以哈尔滨为
代表的电子信息产业，以大庆为代表
的汽车产业，以黑河、东宁为代表的
绿色食品产业，以绥化为代表的农产
品精深加工产业，以绥芬河为代表的
林木家居产业，以穆棱为代表的汉麻
产业蓬勃发展，为企业家投资兴业提
供了巨大商机。

除了产业基础，我省地处东北亚
中心区域，同俄罗斯 5个州区接壤，
边境线长达 2981公里，有国家一类
口岸 27 个，是全国对俄经贸大省。
中俄黑河—布拉戈维申斯克公路桥
于6月10日正式开通，中俄同江铁路
大桥建设完成，对俄经贸合作吸引力
和集聚力进一步增强。

“我省目前确定的 17个核心承
载区中，既有国家级开发区、综合保
税区、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又有国
家首次在沿边地区布局的自贸试验
区，这也为承载项目落地搭建了优质
平台。”省商务厅相关工作人员说。

除了在基础设施等“硬环境”上
吸引企业外，近年来，我省通过体制
机制创新，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在“软
环境”上也有新突破。我省连续5年
召开全省深化机关作风整顿优化营
商环境大会，连续3年开展营商环境
评价，将企业开办全流程压减至1个
环节、0.5个工作日，依法保护市场主
体合法权益，狠抓破坏营商环境负面
典型，对不作为、乱作为等行为强化
惩处，为企业在龙江发展营造一流的
营商环境。

中心城市+口岸城市
高水平出口消费品加工区这样建

7000块耕地镶嵌在峡谷、平原、高岗的丛林之中

农场农场““长在长在 里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