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哈尔滨市副市长郭顺民说，哈尔滨惠企政策富集。目前，哈尔滨市出
口消费品加工区可享受省、市扶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哈
尔滨市对加工贸易进出口实施额外奖励；哈尔滨市政府出资 47亿元设立
了6支产业发展基金，大力实施“英才计划”“雏鹰计划”和就业创业落户等
政策，博士、硕士、本科落户哈尔滨，安家费最高可达100万元；鼓励总部经
济发展若干政策措施，其中哈尔滨最高奖励 5000万元。哈尔滨对数字经
济、生物经济、冰雪经济和创意设计产业都有相应的支持政策。

哈尔滨 惠企政策措施富集

大庆
2025年消费品出口80亿元

黑河“港区一体”新兴经济壮大

绥化
玉米产业链水平全国领先

绥芬河 依托境外资源形成产业集群

东宁
着力打造“两基地”“一链条”

“别的地方有的政策大庆都有，别的地方没
有的政策大庆也有！”大庆市副市长田大文说，
大庆高水平出口消费品加工区设有大庆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大庆经济技术开发区两个核心
承载区，力争到2025年“加工区”消费品出口实
现80亿元。大庆高新开发区，功能定位以汽车
出口产业集群建设为主导，我们的目标是向千
亿级规模进军，希望能够在新能源汽车制造和
汽车零部件配套产业上寻求更多的投资者。大
庆经济开发区，以发展高性能陶瓷、生活陶瓷、
卫生陶瓷、研发服务及配套产业为主导，把陶瓷
产业作为重点优势产业来发展，重点引进设计、
制陶、工艺方面的企业。

黑河市近年来大力培育消费品加工企业，打造“枢纽+物流+消费+制
造”产业链条，目前黑河已发展成为接轨国际的窗口、开放经济发展的先
行区和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集聚区。黑河市副市长刘洋说，黑河市开放
功能集聚，合作机遇叠加，发展特色鲜明，新兴经济壮大，“港区一体”优
势，创新发展融合。黑河市将发挥营商优势，壮大产业链条，诚邀企业家
朋友来黑河投资兴业。

绥化，资源富集宝地，有4张国家级农业名
片、4 大优质产品，绥化及周边有一个超大市
场、搭建了便利化贸易平台。绥化，外向型产业
聚集，初步构建起了玉米、肉类、乳业、大豆、汉
麻、汽车仪表、新能源、医药、化工九大产业集
群，产业链集聚效应明显。绥化市副市长陈立
军在现场推介时说，绥化是一个适于发展的福
地，目前，绥化的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
业发展到 14户、省级 95户，各产业链发展势头
喜人，产业优势和竞争力吸引力更加突出，特别
是玉米加工产业链水平和产业集聚度已全国领
先，为今后更多的大企业、好项目进驻提供了更
大更好的发展空间。

绥芬河市近年来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快形成面
向日、韩、俄和欧盟以及北美市场的高水平出口消费品加工产业优势，规
划、整合、培育、集聚消费品加工企业。在依托境外资源的基础上，立足省
内制造业优势，探索发展电子信息、轻纺、农副产品加工、医药、机电、家具
建材等产业，提高加工区产业集聚度，逐渐形成产业链完整、市场竞争力
强的出口消费品加工产业集群。绥芬河市副市长周渤翔说，绥芬河市出
口结构不断优化，贸易业态实现升级，平台载体逐渐完善，物流运输更加
便利，功能叠加政策集聚，产业基础逐步扎实。

目前，东宁抓住三个“着力”点：着力打造全
国最大的黑木耳生产和集散基地，鼓励支持企
业围绕黑木耳产业链投资上项目；着力打造全
国林下经济示范基地，鼓励支持企业依托东宁
市林业资源投资上项目；着力打造跨境海洋产
业经济链条，着重鼓励企业做大做强海产品加
工项目。东宁市市长周振海说，东宁市积极推
动高水平出口消费品加工区发展，创造出大量
创业和投资机会。

穆棱 产业初步形成集聚发展态势

穆棱市作为黑龙江省县域经济发展“十强”，生产工业多年占比在
40%左右，全省最高。其木制品、有机食品、麻纺、矿产资源（非煤、非石
墨）、煤炭、石墨、塑料及装备制造等产业初步形成集聚发展态势。穆棱
经济开发区新建10KVA工业用电专用线及工业污水处理厂等配套完善，
完成引泉工程，启动建设了小微企业园、麻纺产业园、高新技术产业园等
专业园区，建设了国家级木制品检测中心，打造了铁海联运物流中心，开
通了“点对点”铁路集装箱小循环班列。穆棱市副市长贾大鹏说，穆棱以

“近悦远来”的政策环境让投资者专心创业、放心投资、安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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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新观察

看点招商
记者带你记者带你看项目

□文/摄 本报记者 周静

盛夏，安达市万宝山精细化学品产业园区内热气腾腾。
“我们2×20MW农林生物质气化热电联产项目在产业园

中央，现有 500人同时在这里施工。”黑龙江鑫金源农业环保
产业园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孙伟介绍：“干锅炉的这些工人来
自山西，干冷却塔的是四川凉山人，还有建储气柜、发电岛和
土建的，来自全国各地，我们要靠帽子的颜色来区分他们。”

为了项目顺利推进，孙伟已经三年没回哈尔滨了。
“疫情期间，我们这些施工人员就住在这里不出去，食堂

按照各地工人口味来做饭菜，尽量保证六菜一汤。”
临近中午，工人们陆陆续续地从即将封顶的办公楼、或者

已经建了一半的储气柜以及正在“养生”的发电岛走出来，走
向食堂吃午餐。

“我们这组气化装置是亚洲最大，预计年底进行试生产。
先是供热，为我们这个产业园区内所有企业供热。然后陆续
为园区供电、供蒸气、供空调冷源等。同时，还产出生物质焦
油、生物炭基肥、环保建材等多种副产品。”孙伟信心满满地
说，“这个项目投产后，主要处理安达地区农业秸秆、林业废弃
物、畜禽粪污、污泥、农业垃圾等，每年可以发电 24488度，供
热面积达到 100万平方米；可提取 2亿立方米氢气，制造 18.8
万吨碳基肥；这里全年输出大约57.6万吨高压蒸汽，而且基本
是零排放。”

2×20MW农林生物质气化热电联产项目，由黑龙江鑫金
源农业环保产业园股份有限公司与江苏金通灵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合作实施，是金通灵公司在江苏高邮林源10MW生
物质气化热电联产示范项目的基础上进行的首个产业化项
目。

“秸秆、林业废弃物等生物能源是可再生的清洁能源，开
发和利用生物能源，符合可持续科学发展观和循环经济的理
念。”金通灵公司负责人介绍，公司致力于生物质清洁能源利
用的自主技术开发和产业化设备制造，推广生物质气化综合
利用技术。项目投产后，将带动周边 1000余人就业，助力乡
村振兴。

农林废弃物
在安达变成“宝”

项目概要：卜留克具有容易栽培、病虫
害少、耐贮藏、产量高的特点，其根部可以
食用，叶可用作饲料。卜留克单个重量可
达1公斤~2公斤，最大的可达3公斤以上，
一般亩产都在 2000公斤~2500公斤以上。
生长在大兴安岭的卜留克，因地域昼夜温
差大，卜留克糖分积累多、脆度高、味道鲜、
口感好。利用卜留克腌制的咸菜，具有

“鲜、香、嫩、脆”的特点。项目将新建生产
加工车间、腌制车间、包装车间、附属用房、
厂区工程等，总建筑面积 6000平方米，年
加工鲜卜留克2万吨。

投资估算：总投资 4000万元，其中建
设投资3000万元，流动资金1000万元。

投资方式：独资
预期收益：项目达产后可实现销售收

入 9000万元，利税 1800万元，预计可带动
100人就业。

责任单位：加格达奇区发展和改革局
联系人：刘建国
联系方式：13039926026

大兴安岭生态
农业招商

年产2万吨卜留克酱菜项目

他山之石

贵
阳

日前，由贵阳市商务局编制的《贵阳外商投
资指南》和《贵阳市“1+7+1”产业链外资招商重
点项目库》中英双语版同步发布。

《贵阳外商投资指南》从贵阳概览、特色投资
领域、各区投资特色、投资环境等维度出发编制，
分析了“数谷”贵阳的投资环境优势，以“智慧高
效的数字中心”“先进创新的制造中心”“多样多
元的消费中心”为切入点，展现贵阳实施“强省
会”重大战略的发展机遇。

《贵阳外商投资指南》紧扣重点产业，介绍了
先进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大数据、电子信息等
产业的发展现状和优势企业；聚焦重点区域，展
示了贵阳 10个行政区（市、县）以及贵阳国家高
新技术开发区、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贵阳综合
保税区、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等重点功能区的
产业优势和扶持政策。

《贵阳市“1+7+1”产业链外资招商重点项目
库》由贵阳市商务局汇总编制，其中，新能源汽车
产业项目 20个，磷化工产业项目 4个，铝及铝加
工产业项目 2个，电子信息制造项目 15个，健康
医药产业项目 18个，生态特色食品产业项目 27
个，先进装备制造业项目35个，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项目16个，其他产业项目86个，属于鼓励外
商投资产业目录（2020年版）及贵州外商投资优
势产业类项目114个，拟引资规模1700亿元。

信息来源：贵阳市政府网

发布外商投资指南

本报讯（见习记者王阳阳）记者从省工商
联了解到，黑龙江省异地商会充分发挥桥梁纽
带和资源优势，着力开展乡贤招商工作，积极
引进外来战略投资者，推动完成龙商总会组
建，参与举办 2022全国工商联主席高端峰会暨
全国优强民营企业助推黑龙江高质量发展大
会等重大活动。5年来，全省工商联系统累计
开展 400 余场（次）招商推介活动，签约项目
500余项、签约金额 1870多亿元，推动一批重大
项目落地建设。

今年以来，伴随着黑龙江掀起招商引资热
潮，黑龙江省福建商会、河南商会、河北商会等商
会组织纷纷迎来来自家乡的工商联组织，他们积
极向“家乡人”介绍黑龙江的招商引资优惠政策
和优良环境，邀请他们一起来黑龙江创业发展。

7月 2日，为落实推进国家振兴东北，深化
黑龙江省与广东对口合作战略，广东省工商联
代表团赴黑龙江省潮汕商会暨哈尔滨市广东商
会看望在哈粤商，并调研商会及会员企业经营
情况。哈尔滨市工商联副主席、哈尔滨市广东
商会会长、黑龙江省潮汕商会会长黄瑞杰现场
表示，粤商们充分发挥优势，驻守龙江助力乡村
振兴、促进黑粤两地社会经济发展。代表团长、
广东省工商联党组书记陈丽文鼓励粤商在黑龙
江为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新的力量。

福建省政协副主席、福建省工商联主席王
光远在赴黑龙江省福建商会时说：“希望商会继
续发挥好闽黑桥梁作用，积极引导会员企业坚
定发展信心，履行好社会责任，为实现闽黑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福建省委统战

部副部长、省工商联党组书记陈晞表示，黑龙江
省福建商会“政治建会、以商兴会、以党凝会、以
会促商”的做法值得肯定，要进一步推进商会建
设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脚踏实地干实事，放心
大胆谋发展，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在稳经济中的
主力军作用。

黑龙江省河北商会成立以来，打造学习型、
服务型、创新型商会组织，从强化制度建设、强
化队伍建设、强化服务意识、强化公益意识四个
方面全面推进商会建设，努力树立冀商良好形
象。7月3日，河北省工商联一行到访黑龙江省
河北商会，在了解了商会的基本情况后，河北省
副省长、河北省工商联主席时清霜说：“黑龙江
省河北商会作为冀商在黑龙江交流合作的平
台，为黑龙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为冀黑两地的

交流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希望商会继续发挥
好领头羊作用，维护好河北籍企业家在黑龙江
的良好形象，促进冀黑两地经济社会的全面深
入交流发展。”

近年来，黑龙江省河南商会党委团结带领
河南企业家扎根龙江、投资龙江、在龙江健康发
展，先后荣获全国“四好”商会、“AAAAA级社会
组织”、全国 100家商会党建组织示范单位等 30
余项荣誉称号。河南省工商联主席、河南总商
会会长胡汉阳日前率领河南省多名民营企业家
到访黑龙江。他说，黑龙江省河南商会是河南
人的骄傲，也是广大豫商的骄傲。黑龙江省河
南商会会长王国建代表720余家商会会员表示：

“我们会携手黑龙江同行奋进新征程、助力龙江
新辉煌，让奋斗在龙江的豫商信心满满。”

黑龙江异地商会

广搭桥梁聚乡贤 安心创业在龙江

本报讯（记者孙伟民）4日，
在虎林市首届企业家节暨第六
届野生荷花节开幕式上，虎林
市结合当地的资源禀赋和发展
优势，推介了 12个优质产业项
目。

虎林市水田面积 480多万
亩，年产水稻 260多万吨，域内
水稻收储、加工企业达 200 余
家，“虎林大米”成功注册国家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虎林是

“红小豆之乡”、全国著名的红
小豆生产和集散中心，红小豆
播种面积约 3 万亩，年产红小
豆1.3万吨，是娃哈哈、雀巢、银
鹭等企业重要的原料供应基
地。虎林地处黄金畜牧养殖
带，气候温和、资源丰富，有宜
牧草场 40 多万亩，年产秸秆
300 万吨、干草 20 万吨。虎林
是中国黑蜂之乡、国家级东北
黑蜂保护区，有 400 多种野生
蜜源胶源植物，年产椴树蜂蜜、
黑蜂蜜、花粉、蜂王浆等主要产
品约 3500 吨。虎林是农业部
确定的高油、高蛋白大豆种植
示范基地，位居县级大豆产量
全国之首。虎林地处三江平原
腹地，土层深厚、保水、保肥能
力较强，磷、钾等元素含量丰
富，适于种植果、蔬、油等作物。

根据虎林的这些地域优
势，此次推介了稻米深加工项
目、红小豆深加工项目、10 万
头肉牛养殖深加工项目、黑蜂
产品开发建设项目、非转基因
大豆深加工项目、刺五加保健
品开发建设项目以及北药种植
基地及深加工项目、田园综合
体农业旅游观光项目。

此外，虎林是抗联主根据
地、二战终结地、珍宝岛战役发
生地、北大荒精神发源地，有珍
宝岛、神顶峰、乌苏里江、虎头
要塞、珍宝岛湿地、月牙湖等特
色景观；虎林地处黑龙江省东
部，南起绥芬河口岸、北到同江
口岸的 600公里扇状沿边开放
带的中点位置，具有一岸对两
区、辐射半径大的特点，是外接
俄罗斯内连内陆腹地的交通、
物流枢纽。

因此，此次推介的招商项目有虎头旅游综
合开发项目、进口货物加工分装项目、农机具产
业园项目和虎林—列索扎沃茨克国际铁路跨境
物流综合开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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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招商

孙伟孙伟（（左左））在工地介绍情况在工地介绍情况。。

黑龙江出口消费品黑龙江出口消费品
加工优势在哪里加工优势在哪里？？

□文/摄 本报记者 付宇 见习记者 李雪君

7月26日，黑龙江省高水平出口消费品加工区招商推介会
在海南海口举行，来自哈尔滨、大庆、黑河、绥化、绥芬河、东
宁、穆棱等加工区代表先后围绕黑龙江发展出口消费品加工
有哪些潜力和机遇，畅谈了各自的地域和资源优势。

消费品博览会现场。

黑龙江展区黑龙江展区。。

展馆内景象展馆内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