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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摄 律涵中
本报记者 白云峰

作为国家级雪花肉牛产
业集群县，宾县正在全力做强
以肉牛养殖为核心的畜牧业，
努力建成全省肉牛产业强县。

7月末，记者走进宾县永
和乡，来到希曼种公牛基地项
目建设现场，看到施工车辆正
在进行场地路面施工，远处一
排排的蓝色房顶的牛舍已建
成。

哈尔滨希曼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长成华风告诉记
者，目前希曼种公牛基地项目
二期主要建设国家级种牛核
心育种场、种子母牛舍、胚胎
生产车间、基因工程实验室、
检测实验室、粪污处理间等，
目前项目建设已进入收尾阶
段。

走进干净整洁的牛舍，从
澳大利亚引进的西门塔尔、比
利时兰、安格斯、和牛等品种
的种公牛一个个体格健硕，有
的重达 2000多斤。据成华风
介绍，去年项目一期投入 3500
万元，建筑面积1万平方米，建
设10栋牛舍和冻精车间、采精
厅、冻精室、监测化验室、防疫
消毒室等设施，均实现当年建
设当年投产。今年，该基地新
引进56头种公牛。

“一期项目投产后，目前
已开始公牛调训、试采精及冻
精试生产，每年可生产优质种
公牛冷冻精液450万支。”成华
风说，根据各地域的现有养殖
品种和饲养喜好,通过选种选
配，利用种牛的优秀基因，能
加速我国肉牛、奶牛的繁育改
良进程，提升牛肉、牛奶单产
和品质，改良后的肉牛能增重
200公斤，大大增加养殖效益。

对项目的快速落地顺利
投产，成华风感慨道，能做到
当年开工当年投产，多亏地方
政府提供的全程保姆式服务，
领办代办帮企业安心搞建设，
不足一个月时间完成了征地，
最大限度为企业建设抢时
间。作为宾县今年重点产业项

目之一，在永和乡党委副书记丁云鹏任组长的项
目专班推进下，项目建设中遇到的问题都第一时
间帮助解决。同时，他们顶风冒雨深入农户解答
政策，用时最短，服务最优，有力保障了项目落地
建设，真正体现了宾县政府“项目为王，服务至上”
的发展理念和工作作风。

“正因地方政府用真心服务企业，用实际行动
感动企业，项目二期今年 4月如期开工建设。”成
华风说，二期投资 4700万元，建筑面积 8000平方
米，项目预计10月份投入运营。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二期项目投产后，可引进
纯种品系可繁母牛400头，通过品种选育、胚胎移
植、基因测序、后裔测定等技术手段，每年选育种
公牛 30 头、肉用商品牛 350 头，生产胚胎 3000
枚。在满足公司内部需求的同时，通过大量商业
胚胎移植，快速提升核心种群基因结构，为雪花肉
牛产业集群建设提供种群保障。

“项目全部建成投用后，基地采精种公牛存栏
量可达150头，年可产优质牛冷冻细管精液450万
支，年可选育种公牛 30 头，年产种用胚胎 4000
枚。”成华风憧憬道，项目建成后将填补省内无种
公牛繁育育种基地空白，产出的优质冻精将极大
改良本地肉牛品质，进一步实现良种生产本地化，
极大提高优秀种公牛基因利用率和优质牛肉产出
率，让农民持续增收，对于推进肉牛产业高质量发
展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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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杨洪亮 马宇兵 记者白云
峰）方正县将乡风文明建设作为深入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作为推进
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新突破的重要引
擎，高位谋划，强力推动，通过加强理论
宣传宣讲、文明实践养成、思想道德建
设、农村文化供给、精神文明创建“五加
强”，不断提升乡风文明建设整体水平。

加强理论宣传宣讲，筑牢乡风文明
建设思想根基。方正县把学习党的创新
理论作为乡风文明建设的首要任务，利
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县级融
媒体中心等宣传阵地和农村“大喇叭”、
宣传栏、文化墙等宣传载体，组织理论宣
讲志愿者深入农户开展宣讲，把宣讲活
动与惠民服务、文化生活、情景体验结合
起来，采取农民群众普遍欢迎、易于理
解、便于接受的宣讲形式，让基层群众坐
得住、听得懂、记得牢，打通农村理论传
播“最后一公里”。

加强文明实践养成，拓展乡风文明
建设阵地功能。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所、站）是新形势下宣传群众、教育群
众、引领群众、服务群众的重要抓手，是
乡风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方正县以建
设全国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试
点县为契机，建成1个县文明实践中心、
8个乡(镇)文明实践所、47个村(社区)文
明实践站，创建 1个新时代文明实践基
地和 3个文明实践点，登记注册志愿服
务组织 265个、志愿者 30316人，其中乡
村志愿者组织 166个、志愿者 15000余
人。深入开展了文明新风进万家、关爱
社区老人等志愿服务活动，常态化开展
科技培训、送文化下乡、法律援助等志愿
服务活动100多场(次)。

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构筑乡风文明
建设人文基础。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培育时代新型农民摆在更
加突出的位置，将乡风文明建设的重心
更多转向行为引导，进入思想引领。通
过组织典型引路、媒体引导、文明培育等
方式，不断提升精神境界，培育新型农
民。在全县开展了“移风易俗树时代新
风”活动，加强“一约四会”(村规民约，红
白理事会、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禁
毒禁赌会)建设，建立移风易俗“红黑
榜”，全县“一约四会”和移风易俗“红黑
榜”建有率均达100%。

加强农村文化供给，提高乡风文明
建设惠民质效。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
程，健全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有效整
合资源，为农民提供多元化、深层次的文
化服务保障。结合新农村建设、城镇化
和美丽乡村建设，建成体育健身场所 67处、安装健身器材
363个，建成文化广场 49个、乡镇综合文化站 8个、农家书
屋 67个，建设“道德讲堂”20个，村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覆
盖率达到 82%。组织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 150
多场(次)、送戏下乡100多场(次)、送电影下乡120多场(次)，
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加强精神文明创建，提升乡风文明建设整体水平。把
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作为培育乡风文明的重要载体手段，
深入开展文明村镇、文明家庭创建活动。创建了省文明乡
镇 6个、市文明乡镇 2个，文明乡镇达到 100%；创建了省文
明村 4 个、市文明村 16 个、县文明村 25 个，文明村达到
67%；创建全国省市县文明单位114个，占比达90%；全县文
明家庭和十星级文明户总数达到 22000 户，占比达到
86%。评选“文明家庭”“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等各类先进
典型 160多个(人)，营造了向上向善的良好精神风貌，激发
和调动了广大群众参与弘扬文明新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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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兰县达连河第二小学将教育方针政策与常规教育教
学融合，始终将劳动教育贯穿到学校各学科领域，让劳动教
育“落地生根”，推进落实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全面育人
的教育理念。

去年秋季，达连河第二小学利用空余教室建成了室内种
植小屋，培养学生动手实践能力和科学素养；将校园闲置空
地平整后建成小菜园，由政教主任带领全体班主任分片
包干，与 17 个班级的学生共同管理。根据季节播种、浇
水、拔草、收获，师生共同协作耕耘、收获，让学生们在挥
汗中体验到劳动教育的丰富内涵。

原红坤 本报记者 白云峰摄

本报讯（李印红 记者白云峰）为保障中小学生度过愉
快、充实、祥和的假期，日前，依兰县部署暑期校外培训机构
专项整治工作，通过盯住暑假、盯紧机构、盯牢收费、盯严教
师、盯实学生“五盯”从严治理校外培训机构。

依兰县教育局按照全省 2022年“双减”工作暑期调度
会议精神和省教育厅《关于开展暑假期间校外培训机构专
项整治工作通知》要求，针对暑期校外培训机构可能出现的
违规行为，将对校外培训坚持“五盯”，对违反暑假“双减”规
定组织培训的义务教育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实行零容忍。
同时要求县内各部门加快启用“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
服务综合平台”“一网三端”（平台网页版，监管端、机构端、
家长端），做好培训机构课程上架、开通支付端、完善学生
信息等工作，方便群众依托平台了解机构信息，实现培训费
用全程监管。

依兰县教育局多措并举推进暑期“双减”工作，大力加
强校外减负，整治校外培训机构。充分发挥部门联动作用，
全力压减学科类培训机构数量，进一步规范校外机构培训
行为。教育、公安、市场监督、应急管理、消防等部门开展联
合检查，加强收费监管，规范广告宣传，评估办学行为，有效
遏制校外培训机构无证无照、隐形变异、虚假广告等问题。
同时，强化宣传引导，让学生及家长全面了解校外培训机构
管控措施，理性认识校外培训，不盲目报班。

依兰
落实“双减”严管校外培训

本报讯（律涵中 记者白云峰）宾县糖坊
镇是畜牧养殖大镇，如何在壮大畜牧产业、
促农增收的同时，同步实现畜禽养殖废弃物
规范化处理，一直是糖坊镇致力破解的难
题。经过充分调研论证，糖坊镇统筹加快储
尿囊建设，并将其纳入人居环境整治总体规
划中稳步推进实施，取得了初步成果。

记者在糖坊镇糖坊村韩家屯看到，村
民葛林义开着拖拉机将畜禽养殖过程中产
生的废弃物通过管道排放到储尿囊中。自
从建了这个储尿囊之后，从前刺鼻的气味
消失了，村里的环境也变得更好了。

糖坊镇的村民们靠养殖过上了好日

子，但随之而来的畜禽粪污处理问题也日
渐显现。去年以来，在充分实地论证后，糖
坊镇开始推广建设储粪厂、储尿囊。集中
收集后的畜禽粪污利用微生物发酵处理
后，作为肥料还田利用，既解决了粪污随意
堆放在田间地头污染环境及土壤的问题，
也实现了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打通了粪
污还田“最后一公里”。

方法措施明确了，如何推进落实是关
键。为激发村民参与的热情，糖坊镇将选
址权限下放到村屯，由各村屯根据村型实
际提供点位，再由畜牧领域专业人员进行
评定。同时，开展入户宣传，镇村屯三级干

部到村民家入情入理讲解益处好处，使村
民们真正感受到镇党委政府致力改善人居
环境的决心意志，纷纷以实际行动给予支
持，1380户养殖户与镇政府签订了粪污不
直排承诺书。

目前，糖坊镇已建成大小储粪场 80
个、储尿囊 33个。同时，该镇积极引导养
殖户利用田间地头自建收集设施，达到全
镇养殖户全覆盖。在全力做好畜禽粪污规
范化处理的同时，糖坊镇还积极推进清理
积存垃圾、美化街道环境、绿化造林等工
作，不断改善乡村人居环境，助力乡村面貌
实现“蝶变”。

宾县 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破题

本报讯（马子涵 记者白云峰）依兰县
作为我省两个省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历
来重视保护和弘扬优秀历史文化遗产，坚
持文物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物保护
和利用的方式方法，真正让文物“活下去

““活起来”“活得好”。
盛夏时节，走进依兰县博物馆，仿佛

穿越了古城千年历史的时空隧道。“博
物馆展厅面积 3500 平方米，现有藏品
4263 件，其中珍贵文物 1216 件，二级文
物 15 件，三级文物 316 件。”依兰县博
物馆馆长王本昆介绍，博物馆展现了

“声闻塞北三千里，名贯江南十六州”
的古城依兰千年历史脉络，堪称北方历史
的缩影。

王本昆还是依兰县文物保护中心主
任，谈起依兰县丰富的文物资源如数家
珍：依兰县丰富的地上地下文物资源位
居全省前列，全县普查登记不可移动文
物 185 处，其中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1
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1处，县级文物保
护单位 65处。金代土城子遗址是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11处省级文物保护单
位包括五国头城遗址、“三、六”军抗联基

地、清真寺、慈云寺等。
“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

依兰历史文化的传承在于数代人的持续
保护利用。”谈起如何更好地保护和利用
文物，依兰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局长白
云说，依兰县多年来持续加强文物保护
制度建设，出台了文物保护办法，完善了
文物保护体系，建立了县乡村三级文物
保护网络，文物保护利用工作取得显著
成效。

依兰县把文物保护与重点工作相结合，
让文物“活下去”。始终秉承“保护为主、抢
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
针，陆续完成了清真寺本体维修和安防工
程，“三、六”军抗联基地本体维修保护已完
成招投标，土城子遗址本体维修和慈云寺安
防项目已上报立项；同时，将文物保护与城
市规划相结合，按照“改造旧城、留住老城、
划出区域、保护重点”的原则，30处优秀历史
建筑、13处文物得以保护。

把文物保护与旅游产业有机结合，让
文物“活起来”。在优先保护好文物的前
提下，合理利用文物资源推动旅游发展，
以加快旅游发展促进文物保护，实现了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重点开发建设
了占地 24.5万平方米的五国城文旅小镇
项目，与庙宇文化景点、古建文化景点、红
色文化景点、依兰古城自然风光景点相串
联，擦亮古城旅游名片。

把文物保护与未来发展相结合，让文
物“活得好”。依兰县将土城子遗址、五国

城文旅小镇等共计 14个涉及古城文化文
物保护项目上报列入“十四五”重点规划
项目。同时，加快推进抗联博物馆建设，
实施五国头城、四块石等景区景点提档工
程，着力开发依兰历史文化旅游核心价值
区，让文化旅游成为拉动县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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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利用并重 让历史文物活起来

冻精品质检测。

□杨洪亮 马宇兵
本报记者 白云峰

一池碧水映蓝天，万朵红莲绽蕊
鲜，这是素有“塞北小江南，龙江鱼米
乡”美誉的方正小城夏日最美的风
景。7月 28日，这座美丽小城迎来了
一年一度的莲花节。

方正县因拥有中国北方同纬度
最大的天然莲花湖方正湖而得名，自
1996 年以来，一年一度的方正莲花
节已经成为展示方正形象的窗口、弘
扬特色文化的载体、畅叙故土乡情的
纽带、促进经济发展的平台，每一届
莲花节都书写着“办好一个节，提升
一座城”的精彩故事。

一个节日 让一座城登上热搜
第二十六届方正莲花节开幕当

天，湖光潋滟、莲花盛放的方正湖畔
人潮如织，市民和游客一览千亩莲花
盛开的美景。

今年的莲花节，秉承文化搭台、
经贸唱戏的传统，更加突出招商引
资、经贸合作的主题，在举办游湖赏
花、美食品鉴、文艺汇演、体育竞技、
文化展览的基础上，还安排了多轮次
的乡友联谊、招商推介、项目签约活
动。八方来客赏美景、品美食，谈项
目、觅合作，感受小城方正的独特魅
力。

项目签约可谓是莲花节的“重头
戏”。今年共有 9个项目在莲花节期
间签约，协议引资额 55.35亿元。打

“侨”牌、引侨资，是方正县招商引资
的又一个创新举措。其中方正县与
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中国
品牌》杂志社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将启动方正大米线上销售，推进
方正县“互联网＋方正绿色农产品”
的提升，培育、打造更多享誉国内外

的“方正品牌”。
同时，本届莲花节举行了美食宣

传活动。在方正湖北岸广场举办了
大型方正美食品鉴“方正宴”活动，得
莫利炖活鱼、小笨鸡、扒肘子等老字
号美食，方正坑烤、方正寿司、方正豆
制品等新美食，在得莫利服务区、方
正夜市、方正莲花街、侯家坑烤一条
街展现出方正美食文化魅力。

“作为莲花节的组织者，我亲眼
见证了莲花节在吃住行游购娱等各
个方面为方正县带来的变化。”方正
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韩明君说，
在饮食方面，方正县的餐饮企业已由
1996年的 30余家发展到现在的 500
余家；在消费方面，去年方正县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为 23.4亿元，增速达
8.1%；在旅游方面，莲花节的举办直
接推动了周边景区的提档升级。去
年方正县成功入选“中国天然氧吧”，
使方正县成为冰城近郊游和“吸氧
游”的首选目的地。

一池红莲 成为地域文化新IP
位于县城内的方正湖公园是每

年举办莲花节的主会场，也是城中最
佳的赏莲之地。凌晨的莲花自带朝
阳的光环，在晨曦中含苞待放时，都
会被爱莲的摄影师们簇拥。一池红
莲为艺术家们带来了创作灵感，借助
他们的精心创作，红莲日渐成为方正
县新的文化 IP。

近段时间，每天 3 时 30 分至 9
时，摄影师李燕鑫都带上 10多斤重
的摄影器材守在湖边拍莲花。他用
延时摄影的方式拍下了莲花绽放的
过程，并发到了社交网络平台上。许
多网友向她索要拍摄地址，要亲眼目
睹莲花绽放。

莲花为艺术家们提供了源源不
断的艺术灵感，艺术家们也赋予莲花

更多的精神内涵。哈尔滨市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方正榫卯”工艺传承人
王松浦潜心创作了一组以“盛世莲
韵”为主题的明式家具作品，不用一
根钉子，就可以做到间不容发、天衣
无缝，体现了设计匠心与造物智慧。
莲花节期间，方正县榫卯工艺展览厅
对外开放，暑期榫卯工艺青少年兴趣
班也在火热招生。传承非物质文化
遗产、弘扬工匠精神，引领市民感受
榫卯工艺经久不衰的魅力。

花经济 让特色经济飘香万里
“看到家乡的美景，看到家乡

的发展，作为方正人我感到很自
豪，未来会有更多的人爱上方正、
投资方正……”这是一名回来参加
莲花节侨民的切身感受。

“方正县是‘中国富硒大米之
乡’，富硒水稻面积达60万亩，县内近
80家稻米加工企业，年加工能力可达
300万吨。每年莲花节，全国各地的
稻米经销商到方正看青山看绿水、看
良田看米仓，共同擦亮方正稻米品
牌。”方正县大米产业办主任张清泉
说。

方正县也是著名的侨乡，现有旅
居海外华人华侨 7.8万人、归侨侨眷
9.8万人，每年莲花节都有大批乡友
归乡探亲考察，“通过参观考察，许多
乡友在方正发现了心仪的产业项目，
回家乡投资兴业。”方正县侨联秘书
长宋洪飞说。

如今，方正县特色产业不断发展
壮大，就是发挥节庆活动品牌效应、
助推县域经济发展的“最佳证明”。
富硒稻米、方正银鲫、合金刀具、硅材
料、特色文旅五大产业方兴未艾，经
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园区、现代
渔业园区、电子商务园区、文创园区
五大园区集聚效应凸显。现在，方正
经济开发区已入驻企业 48家。

“这是一个节与一座城的互相
成就。26 年来，方正莲花节实现了
从‘小荷才露尖尖角’到‘映日荷花
别样红’的嬗变。”方正县委书记郑
伟说，未来方正县将紧紧围绕加快
建设“六个龙江”、打造“七大都市”
的奋斗目标，深入实施“工业富县、
农业强县、旅游活县、文化兴县、生
态立县”发展战略，加快建设现代产
业体系，大力开展招商引资、经贸洽
谈活动，不断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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