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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柏森）从 6月初以来，密山市妇联在全市
妇女中全力推进“巾帼 e贷”工作。截至目前，共帮助 42个女
性客户申请贷款 2100万元。

密山市妇联多次召开推进会，开展“巾帼 e贷”项目的推
广服务，扩大贷款优惠政策和金融产品知晓度，提升活动影响
力。密山市妇联围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女性个体商户”

“女性种养大户”“先优模范女性及家庭”等服务对象建立数据
统计台账，收集 4类人群贷款需求。

密山市妇联还通过“妇联搭台、银企唱戏”的方式，搭建企
业和银行融资对接通道，为先优女性和家庭创业创新发展提供
融资融信、支付结算、场景建设、个人金融等综合性金融服务。

密山“巾帼e贷”助妇女创业

本报讯（刘方正 记者刘柏森）又到一年万寿菊采摘季。
在密山市密山镇，一片片金黄的万寿菊开得正艳，农民们穿梭
在花海中，摘花、装袋，丰收的喜悦洋溢在脸上。

2020年以来，密山镇引进万寿菊种植，把其作为农民增
收的重要渠道。到今年，密山镇新丰、新华、新林、新农和长青
等村农民共种植万寿菊 1570亩。

密山镇新丰村村民李仕停家去年种植万寿菊 60 亩地。
由于收入可观，今年他家万寿菊的种植面积比去年增加了
100亩。这几天，他家雇佣了本村及周边村屯的 50余位农民
采摘田里的万寿菊花。

密山万寿菊
美了村庄富了农民

万寿菊采摘现场万寿菊采摘现场。。刘方正刘方正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柏森刘柏森摄摄

本报讯（邸岩 记者刘柏森）日前，密山市公安局交警大队
开展整治交通违法行为夜查行动，紧盯“两客一危一货一面”
等重点隐患车辆，重拳整治酒驾醉驾、超员超速、违法载人、货
车超载、疲劳驾驶等易肇事肇祸交通违法行为。

夜查行动期间，该大队全员参战，围绕城区重点街路、餐
饮娱乐场所、地摊夜市周边道路以及进出城主要道路和涉酒
交通事故多发路段，设置多个执勤点，加强管控力度。同时，
该大队采取打击整治与宣传劝导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发放宣
传手册、悬挂标语横幅、张贴宣传海报等形式，让驾驶人意识
到安全驾驶的重要性。

密山交警大队开展夜查行动

本报讯（张明新 记者孙伟民）在机关“能力作风建设年”
活动中，鸡东县实施“干部能力提升计划”，着力打造一支材优
干济、勤廉务实、担当奉献的干部队伍。

该县将“能力作风建设年”相关知识纳入党员发展对象考
试范围，制定青年理论学习小组学习交流研讨计划 141个，

“业务大讲堂”讲课计划 66个，建立“党员干部学习园地”72
个。该县还推行“导师制”促进“传帮带”，全县共结成师徒对
子 372对，导师人数 312人，培养对象 599人。

该县持续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组织召开全
县创城工作推进会暨“魅力鸡东 因为有你”环境卫生综合整
治动员会，针对弃管小区、卫生死角，开展千名党员干部上街
路大清扫活动。

鸡东实施
“干部能力提升计划”

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动员会现场。
张明新 本报记者 孙伟民摄

本报讯（林威宏 臧云龙 记者孙
伟民）近日，位于鸡东县的国家 4A级
旅游景区麒麟山景区对外试营业。旖
旎的自然风光、新建的娱乐项目，引来
很多游客来到景区休闲观光。游客刘
丽洁说：“在网上看到麒麟山试营业，
我们立刻就来了，山水非常美。”

此前，鸡东县与河南尧山景盛文
旅集团签订协议，由企业投资在麒麟
山景区原有项目基础上新建高空玻
璃漂流、七彩滑道、玻璃水幕廊桥、天
空之境等项目，丰富景区的娱乐功能
和文化内涵，增强游客的感官体验。
现在，麒麟山风景区已成为鸡西近郊
游的打卡地和鸡东对外的一张旅游
名片。

鸡东麒麟山景区对外试营业

本报讯（于晖 记者孙伟民）近日，在虎林市宝东镇联义
村，采摘园里的绿色有机蔬菜引来众多游客，赏美景、摘果蔬
成了他们感受“乡村游”不可或缺的娱乐项目。北京游客林婷
婷说：“我觉着采摘特色蔬菜，特别有意思。”

今年，宝东镇联义村被评为全省第三批黑龙江省乡村旅
游重点村。为了充分利用村里生态宜居和特色采摘的优势，
该村在周围打造了多个采摘园。庭院经济变了新花样，全村
奔上了乡村旅游的“新赛道”。

虎林采摘园
引得八方游客来

本报讯（刘玉珠 记者孙伟民）自机关“能力作风建设年”
活动开展以来，虎林市全力解决垦区和森工改革过程中形成
的一些居民办理不动产证的难题。

日前，虎林市八五六农场 200 多户居民拿到了不动产
证。由于多方面原因，这 200多户居民的住房一直没办不动
产权证书。垦区改革后，相关管理职能移交到了地方。虎林
市有关部门接手相关工作后，按照“先接收、后理顺、工作不
停、业务不断”原则，规范流程、全力解决，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就为他们办理了不动产证。

截至目前，虎林市已为域内农垦、森工居民完成 30个小
区 4846户的首次登记，办理颁发 19个小区 1246户不动产权
证书。

虎林化解不动产办证难

□王文利 闫珊
本报记者 刘柏森

桩机转动，挖掘机轰鸣，运
输车辆有序进出……8月 11日下
午，记者在鸡东经济开发区工业
产业园看到，中车·嘉泽新能源
装备制造基地项目正在快速建
设中。

在建设现场，嘉泽新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大区开发总监徐文
浩告诉记者，中车·嘉泽新能源
装备制造基地项目为省重点项
目。为抢抓工程进度，自开工以
来，两台步履式长螺旋桩机连续
运转，5 台挖掘机和两台装载机
马不停蹄地工作，每天有管理人
员、施工人员共计 36人奋战在施
工现场。

截至 8月 10日晚，工人们已
浇筑完成灌注桩 888 根，砌建围
墙 375米，预计再有 10天，工程所
需的 1100 灌注桩将全部浇筑完
成，再有 20天 1370米的围墙也将
全部砌完。

中车·嘉泽新能源装备制造
基地项目由中车株洲电力机车
有限公司与宁夏嘉泽新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共同投资建设，该项
目总投资 6亿元。项目建成后达

到年产 4.XMW—6.XMW及以上风机机舱总成 100台
（套），配套风电塔筒 200台（套）的建设规模。今年将
完成建设主机装配车间、塔筒车间、研发中心等主体工
程及部分设备安装。

项目达产达效后，预计将实现营业收入 14.4亿元，
利税 2.03亿元，安置就业 248人。同时带动新能源示
范基地、百亿新能源产业基金、IDC大数据中心等项目
的实施。

鸡东县政府成立了由县长任组长、副处级领导任
副组长，发改、住建、应急管理、自然资源等 10个部门
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中车·嘉泽新能源项目专班工作
组，负责项目前期手续办理、中期项目建设、后期投产
运营的全链条、全流程对企服务工作。

截至目前，鸡东县通过首问负责制、首办负责制和
领办代办等各项工作举措，帮助企业快速对接“三通一
平”、临时用电、场地回填等事项，并无偿为企业提供办
公区域、办公用品等服务，用实际行动践行“项目来了
就能干”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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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业务交流会贷款业务交流会。。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柏森刘柏森摄摄

游客在采摘园进行采摘。 于晖 本报记者 孙伟民摄

麒麟山景区局部。 林威宏 本报记者 孙伟民摄

交警夜查交警夜查。。邸岩邸岩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柏森刘柏森摄摄

打桩机正在打桩。 王文利 本报记者 刘柏森摄

个项目登场求合作

“如果说姹紫嫣红的万亩荷花
是虎林好看的‘皮囊’，那么 12个优
质产业项目则是虎林丰满的‘灵
魂’，是虎林与全国其他县区竞争的
优势。”在虎林市首届企业家节暨第
六届寒地荷花节开幕式上，虎林招
商顾问、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方同华在发言中说。
近年来，黑龙江全乐制药有限公司、
黑龙江甄原坊乳品有限公司等一批
大项目、好项目相继落户虎林，除了
得益于虎林“亲商、重商、爱商、护
商”的浓厚氛围和优惠的招商政策
外，更是展示了虎林蕴藏的发展潜
力。

开幕式上，虎林重点推介了 12
个优质项目，涉及农、工、旅、贸等领
域，包含稻米深加工、黑蜂产品开发
建设、北药种植基地及深加工、虎头
旅游综合开发、进口货物加工分装、
虎林━列索扎沃茨克国际铁路跨境
物流综合开发项目等，在来自全国
各地的 100多家企业、260余名客商
中掀起层层热浪，激起了企业家们
投资虎林、兴业虎林、发展虎林的决
心和信心，黑龙江中创华源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曹新陆就是其
中一员。他说：“听了虎林的项目推
介之后我激情澎湃，未来，我将坚定
信心，踏踏实实将东北区域生产基
地建设好，将中创华源打造成智能
制造的样板企业，助力虎林的发展
和腾飞。”

作为一家致力风力发电和光伏
发电于一体的离网型风光互补新能
源解决方案的制造企业，黑龙江中
创华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有着自
己的技术和发明、应用专利，在小型
垂直轴微风发电领域走在行业前
列。企业已于 6 月底落户虎林，目
前进入厂房装修、设备进场等前期
阶段，并将在虎林市虎头镇建成 5G
基站离网型风光互补新能源供电设
备。

个项目签约结硕果

开幕式上，虎林分别与中航江
苏农业发展集团、珍宝岛药业、北京
力锐集团、华夏人合汽车服务（北
京）集团有限公司，就旅游开发、中
俄互市贸易、珍宝岛药业三期、汽车

制造等战略合作项目进行签约，签
约额超 50 亿元；同时，与黑龙江益
通钢波纹装备制造有限公司、上海
天坤国际教育集团、哈尔滨易淘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签订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

年初以来，虎林吹响招商引资
“加速度”号角，聚焦强力招商引
进项目，市级领导深入广东、江苏
等地，外出招商 36 次，各责任部门
外出招商 94 次，陆续对广州楹鼎
生物、顺德电商产业园、深圳中意
智能家居、东莞市东迅物流等几十
家企业进行考察，并赴长沙高新区
产业园展厅、江西省南城县校具园
区、惠州 TCL 产业园、省商务厅驻
广东省联络处、湖南省黑龙江省商
会等地参观学习，流动招商组优秀
干部先后赴西安、潍坊、青岛等地
开展上门招商，对陕西省畜牧业协
会、蓝溪金炫集团、鑫悦诚机械科
技有限公司、五莲县金秋食品厂等
企业进行考察学习。同时，虎林积
极邀请江苏中创华博、华夏人合汽
车、和美泰富、福建辉业集团、北
京力锐、中恒瀚博、中航江苏等 50
多家企业来访考察并开展座谈。

“走出去”和“请进来”相结合的招
商举措，让虎林的招商道路越走越
宽。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我
市招商引资工作在市委、市政府的
领导下，紧扣高质量发展的总体要
求，及时调整招商思路，拓展招商领
域，谋求招商策略，创新招商方法，
注重项目落地，切实加大招商引资
工作力度，不断寻求新的突破。”虎
林市区域经济发展中心党组书记、
主任姜立国说。

个论坛交流绘前景

活动期间，数字经济和创意设
计产业、绿色食品精深加工、红色旅
游及汽车产业，4个发展论坛平行举
办，各项产业创新技术浪潮涌向虎
林。

“数字经济和创意设计产业可
以帮助虎林经济实现‘换道超车’，
比如说虎林的非遗文化产品，可以
利用互联网的‘元宇宙’和‘数字藏
品’这种技术方式，销售到全国甚至
全球。”四海继业（北京）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长李金宇在数字经济和
创意产业论坛发言中说。

虎林结合行家里手对虎林县域
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智慧乡村数字
化农业全产业链建设、旅游文创产
品设计和营销等方面的建议和意
见，深入摸底调研、制定规划，积蓄
发展动能。在数字经济上，拟定《虎
林市“十四五”数字经济实施方案》，
为下一步推进数字经济长足发展提
供指导；在创意设计产业上，梳理出
域内文化企业 145 家，并对初排条
件相对有优势的企业，进行实地再
走访，挖掘到一家集科研、生产、销
售为一体的企业，目前正积极对接，
计划将其纳为重点培育的首批创意
设计企业之一。

“虎林‘两品一标’认证企业 35
家，产品认证数量 95 个，2021 年全
市绿色食品产值 8.95 亿元，销售额
8.8 亿元。”在绿色食品精深加工产
业论坛中，虎林市农业局局长周坤
山说。

虎林是全国产粮大县、首批全
国创建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
地县。近年来，如何深入推进绿色
食品发展、粮食精深加工，一直是虎
林农业人探索与思考的课题。

结合当地实际，虎林发展绿色
有机水稻、鲜食玉米、高蛋白大豆和
特色杂粮杂豆种植，发挥龙头企业
引领带动作用，提升稻米规模化、标
准化加工生产水平，积极推进方便
米饭、米糠膳食纤维等项目，推动绿
色稻米产业向纵深发展。

同时，虎林拓宽玉米淀粉深加
工产品、大豆功能性食品、特色风
味肉制品等生产项目，实现了品牌
增效、特色增收，推动虎林由绿色
粮仓向绿色厨房转变。目前，虎林
已建成以绿都集团、中粮米业、完
达山等为龙头的农产品加工企业
135 家，发展国家、省、市龙头企业
49 家，形成了稻米加工、蜂产品加
工、乳品加工、酒类加工等 6大产业
集群，打造了水稻—大米—雪饼、水
稻—米糠—米糠油等多条产业链，
产品囊括 12 个系列、数百个品种，
远销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和俄、
日、韩等国家。

此外，在红色旅游、汽车产业发
展论坛上，结合虎林当地旅游资源、
区位特色等方面，专家、企业家们对
红色旅游康养小镇、特色民宿一条
街及汽车产业园建设项目进行了讨
论和规划，为虎林各项产业发展擘
画了崭新蓝图。

□文/摄 于晓霞
本报记者 孙伟民 刘柏森

8 月 4 日，虎林市首届企业
家节暨第六届寒地荷花节启幕，
省内外 260 余名特约嘉宾和企
业家与会。

此次活动，虎林与北京、江
苏、上海等省市的多家企业签约
项目 9个，签约额超过 50 亿元。
期间，虎林市向与会企业家重点
介绍了包括稻米深加工、黑蜂产
品开发建设、北药种植基地及深
加工等12个优质项目；组织了数
字经济和创意设计产业、绿色食
品精深加工、红色旅游和汽车产
业4个发展论坛，与会企业家交
流思想、碰撞火花，收获颇丰。

签约仪式。

专家和企业家在论坛上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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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林市举办首届企业家节暨第六届寒地荷花节虎林市举办首届企业家节暨第六届寒地荷花节

荷花搭台
奏响招商进行曲

虎林市月牙湖旅游景区荷花虎林市月牙湖旅游景区荷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