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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摄 梁辰
本报记者 姚建平

进入夏季，泰来县千亩玫瑰陆
续盛开，进入一年一度的采摘季。
依托玫瑰产业发展，与当地乡村旅
游相结合，玫瑰产业为当地村民铺
就了一条稳定增收的“芳香之路”。

走进位于泰来县克利镇的徐
进玫瑰种植合作社玫瑰园，放眼望
去，20万株约1000多万朵粉色玫瑰
竞相绽放，散发出沁人心脾的幽
香，组成了色彩艳丽的夏日乡村美
景。十多位工作人员点缀在一片
花海中，采摘着玫瑰花。稍后，这
些玫瑰花将通过一道道工序，加工
制作成新一季的玫瑰花茶和玫瑰
纯露。

“我们凌晨 3点钟就来玫瑰花
地采摘，一直持续到 10点多，这个
时间段的玫瑰养分最足。虽说是
顶着太阳，刺还扎手，比较辛苦，但
身处在玫瑰花海中，心情还是美美
的。”合作社社员李红梅介绍。玫
瑰花开香自来，她自豪地告诉记
者，连续几年，在两个多月的玫瑰
花期期间，这片花海还是周边有名
的旅游打卡地，不少人都会慕名而
来，而无意中路过的人，往往也会
驻足欣赏一番。

玫瑰不仅仅是浪漫的象征，目
前更成为泰来县九个乡镇300余名

像李红梅这样的花农们眼中的幸福之花。昔日的
烂洼地、盐碱地已经变成种植玫瑰的沃土，村民有
了土地租金收益，还可以在玫瑰园里打工，再赚一
份收入，这样的好事，让广大花农们心里乐开了
花。家住泰来镇明月村的村民邵波在介绍采摘玫
瑰的收入时特别兴奋，“花多的情况下，一上午能挣
一百多块钱，少的时候也能挣七八十块钱。”

利用往日闲置或贫瘠的土地进行特色种植，再
利用特色产品加工出自带“浪漫”属性且颇具市场
欢迎的商品，对于传统的农业县份来说，玫瑰花产
业，为乡村振兴注入了一股强劲的新动能。

从九个乡镇采摘的玫瑰花，都会陆续运到泰来
县经济开发区合作社所属的泰来县泰美玫瑰生态
农业有限公司加工车间，在这里，还有 10多位工人
对玫瑰花进行分选，再将之用于烘干花茶和提取纯
露。

泰美玫瑰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主任张
策介绍，他们的玫瑰花是种植在世界上仅存的三大
黑土平原上，灌溉用水出自无污染河流——嫩江江
水，同时又采用了低温无硫烘干技术以及古法蒸馏
提取工艺，花的品质更优，花香更浓郁，营养更丰
富，产业自然就更有竞争力。

据了解，目前，泰来县徐进玫瑰种植合作社是
我省唯一一家以玫瑰为主体，以种植、加工、销售、
农业观光旅游为一体的合作社，按照“公司＋合作
社＋农户”的发展模式，现在已经带动当地300多名
农户参与种植。

合作社理事长徐进向记者介绍，2018年合作社
成立以来，他们一直在为山东和广州的厂家提供玫
瑰产品原材料，之后从企业发展角度考虑，把加工
工厂也建设在了本地。

今年，他们计划推出玫瑰面膜、玫瑰纯露两款
属于泰来本土玫瑰品牌的新产品，同时，与富裕谷
醴传奇健康酒业有限公司签订了玫瑰鲜花收购订
单，与广州舒畅化妆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化
妆品合作订单。未来，他们将有计划地实现“万亩
玫瑰，绽放泰来”发展目标，让玫瑰种植、加工特色
产业持续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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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久宽 本报记者 姚建平

2022年上半年，齐齐哈尔市将稳定经
济大盘作为第一要务，经济发展势能不断
积聚，发展质效稳步提升，发展活力不断
增强。

第一产业：拉动GDP增长0.7%
第一产业增加值 72.1 亿元，增长

4.7%，对 GDP 增长贡献率 12.3%，拉动
GDP增长0.7%。

全市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142.7亿
元，同比增长 4.6%，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0.2个百分点，位列综合城市第 2。其中，
种植业产值 5.4 亿元，增长 1.5%；畜牧业
产值 128.9 亿元，增长 5.1%，拉动总产值
增长 4.6个百分点；渔业产值 3亿元，增长
7%，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 2.6亿元，增长
6.3%。

蔬菜和食用菌播种面积 9.3万亩，比
上年同期增加 2.4万亩，同比增长 34.9%；
产量 12.6万吨，增加 449.6吨，增长 0.4%。
猪、羊、牛奶和禽蛋产量分别增长 11.8%、
8.4%、20.3%和16.5%。

第二产业：拉动GDP增长2.3%
第二产业增加值 148.8 亿元，增长

8.1%，对 GDP 增长贡献率 39.2%，拉动
GDP增长 2.3%。齐齐哈尔市规上工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9.5%，装备工业、食品工业、
石化工业和其他工业迅猛发展，强力拉
动，其中装备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8.1%，
拉动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0.6%，食品工
业增加值增长3.2%，占规上工业增加值的
54.1%，比重居重点行业首位，拉动规上工
业增加值增长1.8%，石化工业增加值增长
4%，其他工业增加值增长23.9%。

新增企业动能强劲，今年上半年齐齐
哈尔市新增规上工业企业64户，实现产值
57.8亿元，产值、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5倍
和1.1倍，拉动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5.5%。

全市十二条产业链供应链（工业部
分）产值合计同比增长27.6%，高于规上工
业9.2%，增加值占规上工业的69.1%，增长
14.2%，拉动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9.4%。

第三产业：拉动GDP增长2.8%
第三产业增加值 287.4 亿元，增长

5%，对GDP增长贡献率 48.5%，拉动GDP
增长2.8%。

批发业零售额增长 5.1%，零售业零
售额增长 3.8% ，住宿业零售额增长
2.6%，餐饮业零售额增长 2.1%。限上 23
个品类中，16个品类商品零售额实现同
比增长。

网上消费贡献提升，限上单位通过公
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49.3% ，高于限上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33.3%，占限上社会消费品零售额4.8%，拉
动限上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1.9%。

项目建设：全市施工项目540个
全市施工项目 540 个，比上年同期

增加 105个，同比增长 24.1%。市百大产
业链开复工项目 128 个，同比增加 26
个，计划总投资 558.9 亿元，年度计划投
资 120.2 亿元，完成投资 95.4 亿元，占全
年计划的 79.4%，同比增长 24.7%。固定
资产投资 500万元以上产业项目开复工
200 个，同比增加 34 个，计划总投资
580.1亿元，完成投资 106.4亿元，同比增
长 25.2%。

数看鹤城经济发展新变化

本报讯（张振翼 记者孙昊）年初以来，齐齐哈尔市梅
里斯达斡尔族区坚持“党建聚合力，服务强治理”的工作
思路，推出“一核三领五化”党建工作法，首创“反向扫码”
防疫新模式，积极探索基层治理新路径。

为建立“民呼我应”的治理体系，梅里斯达斡尔族区
委组织部门号召全区机关、社区党组织充分发挥“双报
到、双报告、双考核”“党员积分管理”“问需日”三项制度
作用，将城区 47个网格划分为 16个小区党支部，整合服
务力量、下沉服务重心。他们通过积极走访入户“问需”，
将 15100名“一老一小”无智能手机群体姓名、照片、住
址、联系电话和身份证号等信息及时登记成台账，用于生
成“反向扫码”的二维码数据。同时，区委牵头成立工作
专班，与齐齐哈尔市公安局大数据中心进行研讨对接，与
中国移动、软件技术公司积极合作，研发的“反向扫码”新
模式，提升疫情防控工作信息化水平，缩短了人工登记和
等待的时间。

为形成“民呼我行”的暖心磁场，该区将群众满意度
作为基层治理的“准绳”，纳入党员积分制管理和干部管
理综合研判，进一步提升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精细化
水平。今年，全区开展了在职干部下网格包楼栋工作，居
住在区里的在职干部、社区党员、志愿者等担任自家楼栋
单元长，实现街道 164栋楼 720个单元全覆盖，真正打通
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最后一米”。

梅里斯
解开基层治理“方程式”

□本报记者 孙昊

如何打破“就案办案”的思维，依法为群众提供
多途径、高效率、低成本的矛盾纠纷解决最优方案，
一直是泰来县检察院关注的焦点。近年来，他们多
元化解矛盾纠纷，用能动履职书写了“枫桥故事”的
检察新篇。

犯罪嫌疑人孙生（化名）出于好心，帮同村的刘
伟（化名）赶走闯进地里的牛，因为牛不听话，孙生一
气之下用镰刀将牛砍伤。泰来县检察院带案下访，
深入村委会召开公开听证会，建议乡里乡亲，赔偿损
失彼此谅解。评议后，受邀请的人大代表、人民监督
员等听证员一致表示同意对孙生涉嫌故意毁坏财物
罪作相对不起诉。村民说：“乡里乡亲情意难割舍，
田间地头办听证，真是打通了普法最后一公里。”

泰来县检察院在办案过程中广泛运用检察公
开听证，尤其是群众诉求强烈、矛盾纠纷突出的案
件，通过公开听证，当事人有理能讲、有怨能诉、有
惑能问、有冤能伸，有效化解了矛盾。两年来，泰
来县检察院运用检察公开听证化解矛盾 67件次，
化解率 100%。

“说好的雇我开车一个月工钱5000元！不给钱
我得告他。”张武（化名）向12309电话里的检察官诉
苦。但雇主却认为自己和员工替换着开车，只能给
一半的钱。

“你们已形成雇佣关系，你应该按约定数额支付
工资，这是法律规定的……”检察官耐心地释法说
理。

泰来县检察院通过搭建“信、访、网、电、远程视
频”五位一体的网络工作平台，以及检察长值班接
访、检察官专家预约接访的工作方式，有效拓宽了
群众反映诉求的渠道。在信访接待时，他们坚持把
思想疏导、释法说理作为首要任务，针对事实简
单、适用法律清晰的矛盾纠纷推荐接受和解化解和
人民调解。近年来，他们受理来访案件当场解决率
达到 95%。

泰来县检察院

最优方案化解纠纷

炎炎夏日，热浪来袭。为了给动物们消暑降温，齐齐
哈尔市龙沙动植物园特制各式“鲜果冰冰凉”。冰冰凉凉
的水果冰，受到动物们的喜爱，一经投放便被一扫而空，
这几只环尾狐猴也不例外。

李贺 本报记者 姚建平摄

鲜果冰冰凉
动物吃了爽

为了让学生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科普之夏，近日，齐
齐哈尔市科学技术馆每周定时面向学生开放，为学生们
提供了VR虚拟现实体验、博弈机器人和书法机器人等
100余件科技展品。

黄洋 本报记者 姚建平摄

暑假畅游科技馆

加工玫瑰花。

开足马力 加速项目落地

建设者克服高温
天气加快施工。

宋燕军 本报记者
姚建平摄

齐齐哈尔上半年招商引资签约额近500亿元

□路久宽 本报记者 姚建平

盛夏，在地处富裕县工业园区内的省重点项目富裕九洲农林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现场，广大建
设者顶烈日、冒酷暑，高标准推进工程进度。

富裕九洲环境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李士民向记者介绍，项目总投资7.5亿元，建设2台×
150吨/小时高温超高压循环流化锅炉，2台×4万千瓦抽凝式汽轮发电机组，今年10月一期建成投
产，2023年3月全部实现运营。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为5.6亿度，年消耗秸秆量60万吨，安排就业
人数200人，经营收入4.5亿元。

齐齐哈尔市聚焦打造四个“千字号”产业集群、推进四个“新引擎”和12条产业链供应链，瞄准产
业链供应链建设进行精准招商。今年上半年，随着腾翔现代铸锻造产业园项目实现投产、一重龙申
（齐齐哈尔）复合材料有限公司首支风电叶片的成功下线，全市签约项目105个，签约金额493.89亿
元；实际利用内资137.5亿元，同比增速84.4%；实际利用外资1.1亿美元，外资增速达到137.6%。

2022年上
半年，齐齐哈
尔市级党政主
要领导亲作表
率，各县（市）区
党政主要领导、
部门主要领导
也同样当好领
头羊做好实施
者，市级党政主
要领导外出招
商 18次，16个
县（市）区外出
招商174次，市
县两级主要领
导外出招商地
点涵盖了京津
冀、长三角、珠
三角和山东、安
徽等地，成功促
进了一批包含
生物经济、新能
源、畜牧养殖类
重大项目签约
落地。

各县（市）
区有关领导积
极走出去外出
招商，先后招
引了北京芸淼
公司高端肉牛
养殖及精深加
工、江苏裕灌
现代农业公司
食用菌、武汉
嘉必优生物公
司DHA、ARA
有机油类深加
工、长春万泰
生物科技公司
肝素钠等一批
重大项目成功
签约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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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裕九洲农林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建设现场。宋燕军 本报记者 姚建平摄

在外出招商的同时，齐齐哈尔市积极
推进利用平台活动进行招商推介。上半
年，全市共组织专题招商活动和会议 67
次，以线下、线上相结合的方式举办了“齐
齐哈尔市食品产业招商推介会”，形成具体
项目线索，组织参加省级部门举办的大型
招商引资活动。同时，为进一步推进以商
招商，齐齐哈尔市正在与飞鹤集团、京东集
团等产业龙头企业积极洽谈，共同推动产
业项目合作。

全市驻点招商取得新成效。北京、上

海、广州三个驻点招商中心，选派32名招商
人员进行驻点招商。截至目前，共走访企业
及商协会387家，收集线索133条，签约项目
6个。建华区与中科国投签约了 10亿元装
配式产业园项目。会节招商效果明显，组织
县（市）区和有关部门参加各类招商引资活
动，其中在亚布力论坛上签约项目 3个，签
约额82.2亿元；在生物经济项目集中签约仪
式上签约项目 2个，签约额 30亿元；在全国
工商联常委企业会议期间签约项目 28个，
签约额124.1亿元。

利用多种平台 特色招商成效良好

齐齐哈尔市相继出台产业链供应链规
划和政策，召开县（市）区委书记汇报会、链
长汇报会，各链长带领专班外出招商，推动
依安北纬四十七有机鲜食玉米深加工、依安
国牛高端肉牛养殖、甘南首农生猪养殖基
地、龙江一重上电能源综合利用等产业链项
目开工建设。

产业链供应链三年行动计划有序推进，
建链、延链、补链、强链深入推进。上半年，
产业链供应链项目开复工194个，当年完成
投资105亿元。大项目拉动作用明显，全市

固定资产投资5亿元以上项目开复工49个，
10亿元以上项目开复工9个，25个单体项目
投资超 1亿元。云鹰马铃薯、华瑞制药、铁
锋飞鹤智能化生态产业园、益海嘉里谷氨酸
钠项目当年完成投资都超过2亿元。

齐齐哈尔市充分发挥特色农业资源优
势，以强力招商引资推动畜牧产业全链
条、集群式发展，现代畜牧业进入了提质
增效、晋位赶超的新阶段。国牛高端肉牛
规模化养殖基地从签约到开工仅用 50 天
时间。

围绕产业链招商 推进项目建设提速

工人紧张工作工人紧张工作。。宋燕军宋燕军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姚建平姚建平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