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第一版）绥化市农业农村局局
长王宝峰阐释其中要义，即，用数字化思
维来发展现代农业；用工业思维把农业项
目化，通过项目提高农业生产水平、提高
农业产能水平；用金融思维助推农业全产
业链融合发展；用政策思维抓农业，把国
家出台指导“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用好
用活，通过政策资金撬动社会资本投入现
代农业，注入资金活水。

仓廪实，天下安。2021年，绥化粮食
总产突破 230亿斤，用全省 1/8的耕地产
出了全省1/7多的好粮。

“粮头食尾”一头连着农民，一头连着
餐桌。绥化不断加大绿色有机食品种植
投入，绿色有机食品认证面积 1203万亩，
占农作物耕地面积的 42.4%，高出全省平
均占比 7.3个百分点。绥化市通过做强

“粮头”，摆活“食尾”，把大粮仓变成绿色
粮仓、绿色菜园、绿色厨房，将优质粮端上
全国人民的餐桌。

在黑土地上做好种业“芯片”
绥化市北林区被誉为中国寒地香米

之乡。站在绥化市北林区秦家镇盛昌种
业1000亩的水稻品种展示田观景台眺望，
这里的水稻已经长出稻田画的模样，今年
这里种植了 2000多个水稻品种。绥化市
北林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推广研究员张
树春说，“绥粳18”“龙稻18”都是中国寒地
香米之乡的优良品种，只有好种子才能让
米更优质。盛昌种业这 2000多个水稻品
种里，通过审定的有 78个。据悉，绥化市

盛昌种子繁育有限责任公司自有育成审
定品种品牌价值近亿元，其中“绥粳18”曾
获省科技进步一等奖。该公司的水稻品
种辐射全省约20%的种植面积。

多年来，绥化市海伦农业生态实验站
立足提高龙江大豆品质，先后培育出了10
个“东升”系列高产、优质大豆品种，亩产
达到400斤以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推广
应用面积达 5000万亩，增产大豆超过 20
亿斤。

种业安全是粮食安全的前提。多年
来，绥化市高度重视种业安全，不断加大
人才资金投入，加快提升品种研发能力、
标准化制种能力、网络营销能力和系统综
合管理能力，开辟与绿色优质品种相适应
的审定、登记、保护快速通道，加快绿色科
技创新，发展精准育种技术，加大种子知
识产权保护，完善种子检测体系，提升种
业竞争力和政策支持，为种子“芯片”作出
绥化贡献。

立足“生物+”唱好“工尾”重头戏
生物技术是国家“十四五”规划中明

确的九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新和成
作为具有全球领先地位的辅酶Q10和维
生素生产企业，从2000年开始就发展生物
产业，2017年正式与绥化市政府签订投资
70亿元的生物发酵产业园项目，将绥化基
地作为新和成生物战略的“桥头堡”。

绥化玉米资源丰富，原料供应充足。
绥化市地处世界黄金玉米带，常年玉米播
种面积1500万亩以上，玉米产量占全省五

分之一。产业基础雄厚，加工能力突出。
引进培育了新和成、象屿、龙凤、京粮、昊
天、星湖科技等一批玉米精深加工企业，
年加工能力达到1000万吨，居全国地级城
市首位。

一张玉米产业链图谱串起绥化市玉
米生物发酵产业的发展历程。玉米生物
发酵产业已成为绥化的支柱产业、强市产
业。

十年来，玉米生物发酵产业让绥化市
“工”字篇章不断丰富。

玉米企业集群优势明显。青冈龙凤
是国内玉米淀粉单厂生产规模最大企业；
北林象屿结晶糖生产线单体生产规模位
居亚洲前列；肇东中粮生化是亚非拉最大
的食用酒精生产厂，星湖生物科技腺苷生
产技术世界先进、产量全球第一，核苷、核
苷酸技术国内领先；绥化经开区新和成是
全球重要的辅酶 Q10、维生素 C 生产基
地。产业链条完整，产品层级领先。

绥化市委副书记、市长孙飚介绍，绥
化市深入落实全省生物经济发展规划，持
续做大做强玉米生物发酵产业。正依托

“农头”“粮头”，做强“工尾”“食尾”，打造
农业和农产品精深加工第一支柱产业、千
亿级的产业集群。“未来几年我们还要在
有机酸、多元醇、营养品等方面继续布局，
使玉米生物发酵产业在加工能力、加工水
平上，都保持在国内前列，并在国际上享
有定价权。”

从1999年龙凤玉米落户青冈县以来，
绥化市初步形成了由无到有、由小到大、

由弱到强，由产业链初级产品到中高端产
品，上下游配套衔接、竞相发展的产业格
局。目前，全市玉米加工能力超千万吨，
加工能力占全省1/3左右。

“企业落户绥化，就是把我们的生产
基地扎在了玉米地、粮窝子中。我们将力
争‘十四五’末，完成投资超100亿元，实现
产值超50亿元，将绥化新和成打造成为国
内一流的生物制造产业基地。”新和成负
责人介绍，2020年正式提出的“化工+”与

“生物+”战略，标志着新和成步入了生物
领域新境界。

绥化持续延伸玉米生物发酵产业，现
在已经开发生产包括淀粉、玉米糖、核苷
酸、高端保健品及医药中间体、副产物等
七大类 40多个品种，延伸至全产业链，成
为黑龙江省乃至全国玉米深加工领域品
种最为丰富的地区。力争到2026年，绥化
市玉米生物发酵产业产值突破 500亿元，
打造成全球新兴的玉米生物发酵中心。

目前，绥化市农产品精深加工业占规
上工业 68%，食品加工、医药化工、电子装
备、新型能源等重点产业快速发展，生物
经济、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蓄势赋能。

如今的绥化，黑黝黝的土地上，不断
孕育研发大豆、水稻等品种，为做强种业

“芯片”兢兢业业。
如今的绥化，用好“四个思维”，抓好

“四个农业”，深入落实全省生物经济发展
规划，持续做大做强玉米生物发酵产业。

如今的绥化，正由一个“农”字不断延
展，写好关乎“农”的系列新篇……

绥化 写好从“农”到“工”的实践

如果说龙沙夜市是“烟火气”的聚集
地，那么，中环商圈则是中环片区“时尚感”
最强的网红打卡地。

今年夏天，齐齐哈尔小伙张丙东和媳
妇每晚多了一份兼职——到中环南路的后
备箱集市摆摊，卖自家“橙心橙意”蛋糕店
做的甜品。“我们第一天出摊，就卖了 3000
多元。现在回头客不少，平均每晚能卖
1000多元。”小两口在赚外快的同时，又体
验到不一样的生活。

中环南路的后备箱集市，共有36个车
泊位，还有几十余家摊床展位。白天这里
是停车场，到了傍晚变身后备箱集市。现
场，还有不少后备箱摊主对着手机直播。
90后和00后摊主们打出个性化、网红化的
标签，将咖啡店、小吃店、文创用品、网红玩
具装进后备箱，贩卖生活的美好与浪漫，让
市民和游客感受到城市夜晚独有的风景与
盎然生机。

中环招商部主管李明乾告诉记者，今
年，中环商圈借鉴香港、上海等地的夜经济
经验，打造了齐齐哈尔市首个潮流夜市。

在中环商圈，工业风建筑造型、嘻哈风
的涂鸦墙、复古风的霓虹灯、民谣弹唱台、
散发独特味道的公路商店，为街区注入更
多时尚元素、文化元素。这些新场景、新体
验、新玩法，无疑推进了中环片区夜间文旅
消费的迭代升级。

“逛中环夜景带来的那种幸福感和满
足感，是在网络上体验不到的。”正在商场
一楼观影的刘女士说，中环商圈内每周末
都有非遗文化展，让玲珑枕、勒勒车、玛瑙
雕刻、鹤羽花毽等非遗文化飞入寻常百姓
家。商圈内有齐齐哈尔市第一家拥有
LUXE终极银幕的影院、全市最大沉浸式
剧本杀体验馆——雾隐山沉浸式游戏体验
馆。“这里还有年轻人喜爱的猫咖、美食、脱
口秀等10多家网红店，节假日能在商场玩
到凌晨2点。”

临近19时，雾隐山已是一室难求。“我
们入驻中环商圈不到两年，平均每季度客
流量达到6万~10万人次，相信以后的发展
会越来越好。”体验馆总经理栾磊对未来发
展充满信心。

潮流夜市
注入文化元素
打造新场景新玩法新体验

“夜经济不仅是吃吃喝
喝，更重要的是激活潜在的

‘文化基因’。”齐齐哈尔市龙
沙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局长
桑慧表示，挖掘和彰显城市底
蕴，不断制造新的消费场景，
才是夜经济从“网红”变“长
红”的关键。

据桑慧介绍，2021年中环
片区接待游客 490万人次、年
收入 28.73亿元。截至今年 7
月，中环片区接待游客 374.15
万人，实现收入 21.69 亿元。
若今年无重大疫情影响，预计
本年度将接待游客 570 万人
次，实现旅游收入30亿元。

“随着中环片区晋升为国
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
聚区，周边文旅消费活力得到
进一步激发，大量市民游客参
与其中，有力促进了夜经济持
续繁荣。”齐齐哈尔市文化广
电和旅游局产业科科长马吉
明说，下一步，该局将持续深
入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市有关
激发文旅消费潜力的工作部
署，大力发展夜间文旅经济。
一是借助中环片区入选第二
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
费集聚区的契机，重点围绕中
环片区谋划更多潮流元素，进
一步丰富文旅消费业态。二
是积极主动作为、创新发展思
路，围绕吃住行游购娱全要
素，做好夜经济发展配套服
务，完善各项功能，提升服务
质量，打造主客共享的生活空
间和旅游目的地。三是进一
步丰富夜间文化和演艺产品，
优化文化和旅游场所的夜间
餐饮、购物、演艺等服务，在产
品供给、政策制定上持续发
力，扩大文旅消费，为广大鹤
城市民和游客提供夜游好去
处。

激活“文化基因”
夜经济
由“网红”变“长红”

“老板，来份烤冷面，俩面一蛋多放糖
少放醋，不要辣椒。”“大薯塔，又香又脆，绝
绝子！”

无夜市，不夏天！中环片区拥有百年
古苑龙沙公园，而龙沙夜市就坐落在龙沙
公园外。傍晚的龙沙夜市，霓虹璀璨、人来
人往，空气里弥漫着美食的香气，商贩的吆
喝声中透露着火火的热情。

王江龙在夜市经营的手工打糕摊位颇
有名气，出摊 10年了，平均每天能卖二三
百份。沈岩的炸臭豆腐摊更火爆，“每天卖
八九百份，一天营业额最高达到1.7万元。”

套圈、氢气球、篮球机……这条长近两
公里的夜市，不仅是市民的“深夜食堂”，还
有服装服饰、写生创作、鲜花礼品等商业业
态，为城市的夜晚平添了“烟火气”。

附近的老住户米大爷饭后常来夜市遛
弯。他说，龙沙夜市是有着三十多年历史
的老夜市。从2000年起，夜市逐渐发展成
为综合型夜经济场所。不过，早些年，夜市
因为“造脏”、扰民，一度被取缔。但对齐齐
哈尔人来说，龙沙夜市的地位是无可替代
的，它承载了很多市民的美好回忆，夏天逛
龙沙夜市已经成为市民的一种情结。

龙沙夜市的蝶变，要从 2019年说起。
这一年，龙沙夜市归属龙沙区政府管理，去
年4月地方企业取得经营管理权。

“近年来，我们在夜市的管理和规范上
不断探索，通过疏堵结合等方式进行规范
化管理，打造夜市经营样本。”龙沙区城管
局局长郭有为说，夜市采取公开摇号的方
式确定经营者摊位顺序，由政府工作人员、
市场管理方、商户代表、公证处共同监督，
确保公平公正。规范夜市经营行为，设置
公厕和垃圾箱，垃圾做到日产日清，定期清
洁垃圾容器及涉及的马路与人行道，保持
周边环境干净整洁。

齐齐哈尔市东亚综合市场管理有限公
司负责市场的日常管理，公司总经理郭春
喜告诉记者，市场要求商户必须有健康证，
建立食品安全台账。实行严格的管理制
度。“业户提前出市、扰民、造成环境污染，
管理方可对其进行处罚，再犯者提出警告，
严重者需要停业整改。”

老牌夜市
烟火气十足
感受热气腾腾的生活

一年接待490万游客，创收28亿元

看齐齐看齐齐哈尔中环片区新哈尔中环片区新 态态““ ””夜夜

港式复古牌匾。

民谣弹唱台。

□文/摄 本报记者
丁燕 崔立东

齐齐哈尔市中环片区“火”
了！

日前，文旅部公示了第二批
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
区名单，齐齐哈尔市中环片区上
榜，成为继哈尔滨市中央大街步
行街区入选第一批国家级夜间文
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名单之后，
我省第二个入选的街区。

中环片区凭啥火出圈？它如
何用超“燃”的夜间文旅去满足人
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近日，记
者走进其中，一探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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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天池）日前，
《2022年黑龙江省大型奶牛养殖场建
设补贴项目实施方案》出台。《方案》
明确，对新建存栏3000头以上的大型
奶牛养殖场，补贴1500万元，每相应
增加1000头规模，增加补贴资金500
万元，最高不超过5000万元。以往享
受过国家、省级或当地类似补贴政策
的不再支持。

实施范围包括，2022年黑龙江
省大型奶牛养殖场建设补贴项目在
全省范围内实施（北大荒农垦集团按
照农业农村部下达任务另行组织实
施）。

《方案》明确补贴方式，采取“先
建后补、分段验收补贴”方式，即项目
建设主体先行筹集资金建设，投产运
营后，分两个阶段验收并兑现补贴。
第一阶段：牛场验收合格且奶牛存栏

超过 60%兑现 80%补贴资金。第二
阶段：奶牛存栏超过80%兑现剩余补
贴资金。按照《评分标准》（第二阶段
验收标准）一次性验收合格兑现全额
补贴资金。

补贴标准为，2021年 1月 1日以
后开工建设的存栏 3000头以上的大
型奶牛养殖场，按照设计存栏规模
3000头奶牛场（且设计成母牛存栏
占比不低于 50%）补贴 1500万元，在
此基础上，每相应增加1000头规模，
增加补贴资金500万元，最高不超过
5000万元。

《方案》确定补贴内容为，一是基
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牛舍、榨乳
厅、青贮窖、粪污处理、生活区等奶牛
场基础建设内容。二是机械设备购
置。主要包括挤奶机、TMR、颈夹、
卧床等机械设备。三是购买奶牛。

新建存栏3000头以上大型奶牛养殖场

我省最高补贴5000万元

本报讯（记者李晶琳）我省将通
过推进农村客运、货运、邮政快递融
合发展，统筹解决农民群众出行、物
流配送、寄递服务三个“最后一公里”
问题。省邮管局、省交通厅于近日印
发《关于进一步推进农村客货邮融合
发展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通过建
立“客货邮”融合发展机制等措施，
2022年和 2023年全省每年打造 1至
3个样板县、设立10个以上客货邮综
合服务站、开通 20条以上客货邮合
作线路，2024年所属县（市）超过3个
的市（地）均有1个样板县，到2025年
底，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工作推广到
所有县（市）。

依据《意见》，我省建立客货邮融
合发展机制，鼓励邮政快递、交通运
输等企业采取交叉持股、业务合作、

组建企业联盟等多种方式建立紧密
合作关系，通过统一仓储、集中分拣、
共同配送，实现集约化运作，降低运
营成本。

分层推动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在
县级层面，充分利用县域客货运场站、
邮件快件处理场地等设施建设县级物
流共同配送中心。在乡镇层面，统筹
利用现有乡镇客运站、邮政网点、公路
养护道班房等资源。在村级层面，鼓
励农村邮政、快递、交通等网络和服务
下沉，打造村级物流综合服务点。

推动城乡客运运力资源共享，鼓
励邮政、快递经营主体与农村客运经
营者开展合作。鼓励农村物流信息
共享，鼓励邮政、快递、交通等物流平
台通过数据共享、信息互联互通等多
种方式合作共用末端配送网络。

我省出台指导意见

推进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

本报讯（关豫 李晨晖 记者李
播）为深入贯彻国家金融服务稳经济
大盘的工作要求，全面落实充分运用
政策性金融工具支持重大项目建设
的战略部署，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佳木
斯市分行建立高效推进的信贷运作
机制，于近日实现供销粮油桦南有限
公司仓储物流建设一期项目 1600万
元基金投放。该项目是全省粮油条
线首笔投放落地的农发基础设施基
金项目，后续将采用投贷联动方式申
请仓储设施贷款1亿元，用于支持粮
食仓储设施建设项目，从而实现投贷
联动一站式金融服务。

农发行佳木斯市分行充分发挥
基础设施基金池的政策优势，以“基
础设施投资基金补充项目资本金缺
口”为依托，第一时间组织召开“农发

基础设施基金”专题办公会，为实现
该行首笔农发基础设施基金破题打
下坚实基础。

在基金推进的过程中，成立专题
小组。省农发行对市县两级行实时
进行业务指导，对基金项目全程跟踪
问效，及时协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实
际问题，高效推动首笔基金投放。
市、县两级农发行采取成立基金专题
小组、协同高效推进的运作方式，建
立了“一体化办贷”的新型机制。

据悉，该项目建成后，将新增粮
食仓容24.1万吨，当地将发展成为辐
射周边、对接“北粮南运”的粮食物流
集散中心，当地粮食现代仓储物流体
系建设将提升到新高度，对稳定佳木
斯市粮食生产、持续增加种粮收益有
着重要意义。

全省粮油条线首笔
农发基础设施基金投放落地

本报讯（记者邢汉夫）15日，为
期一个半月的哈尔滨第43届商品房
展销会暨第 24 届二手房交易大会
（线上）正式开幕。记者从本届房展
会组委会获悉，线上房展会开幕首
日，共成交396套新建商品住房和二
手住房，成交金额达3.68亿元。

据统计，在契税补贴及开发商让

利促销等多重利好相继实施的同时，
线上房展会开幕首日 9区累计销售
3.68亿元，其中新建商品房（全部房
源）总成交套数 286套，总成交金额
为2.52亿元，总成交面积为2.93万平
方米；二手住房累计成交 110套，成
交金额1.16亿元，成交面积1.16万平
方米。

哈尔滨线上房展会首日成交额3.68亿元

（上接第一版）强化统筹协调，优
化顶层设计。坚持把有限的资源开
发好、利用好，完善整体和专项规划，
积极探索高质量发展的实施路径。
聘请对外经贸大学团队编制片区总
体规划，初稿已上报省委。与艾奕康
环境规划设计（上海）有限公司合作，
完成大黑河岛概念规划框架设计，上
报省政府征求各部门意见。顺利通
过省自贸办对自贸片区 2021年工作
的考核评估，部分指标处于全省前
列。

强化标准要求，优化营商环境。
开展589项省级赋权承接工作，梳理
拟申请市级赋权清单。建设“会客
厅”模式政务审批大厅，按“一件事”
模式提供“全科、全流程无差别综合
受理”。推出建筑工程施工许可告知
承诺制、制定《建设项目审批流程图》
手册等多项便企举措。发布《中国
（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黑河片区
投资优惠政策》，明确了20条投资优
惠政策。强化宣传推介，外出招商
23次，形成招商线索80余条，编制招
商项目 10个。截至目前，招商引资
完成到位资金5.3亿元。新增注册企
业 219户，新设注册资本 7.09亿元，
注册资金超亿元企业1户。

强化项目建设，补齐产业链条。
以培育 6+N跨境产业集群为核心，
推进省市重点项目建设 17个，开复
工项目 13个，其中续建项目 9个，新
建项目 4个。新增签约落地产业项
目 5个，其中 4个项目已完成立项。

国源豆业坤鹏科技大豆加工项目进
行设备安装，丰德恒泰粮油加工项目
具备生产条件，合盛、元泰、金谷合金
等硅基生产企业陆续复产运营，久仙
草、优通、宝康等药材加工项目进展
顺利，新丝路木业集团与宜家家居合
作项目加快推进。加强向上争取工
作，组织申报 2022年第三批政府专
项债券项目。目前，互市贸易交易中
心和跨境电商产业园两个项目获得
专项债券支持，共计2.36亿元。组织
申报中省级预算内专项资金支持项
目，通过国家重大项目库向上推送新
增项目4个。

在主要经济指标增长的同时，对
外贸易渠道也在不断拓展，各项业务
更为顺畅。今年上半年，黑河自贸片
区捷报频传，黑龙江大桥首批货物顺
利通关，保税物流中心业务逐步扩
大，完成黑河菜鸟中心仓基础设施建
设和数据对接工作，邮政国际互换局
跨境邮路开通。一个个成果将成为
对外贸易新的增长点。

黑河自贸片区立足沿边、开放、
跨境特色，持续推进制度创新核心工
作，市直各部门积极发挥创新主体作
用，参与制度创新积极性明显提升。
充实创新案例储备库，生成第五批、
第六批创新案例35个，其中5项入选
省级案例，20项正在省自贸办专家
评审中。对外开放逆势增长，贸易增
速位列全省第一。互贸进口商品落
地加工企业达 17家，跨境电商网络
零售额实现7177万元。

黑河自贸片区“提能力”推动经济稳增长

夜经济提升百姓幸福指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