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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摄 宋伟东
本报记者 董新英

近日，在青冈县祯祥镇兆林村的鲜
食玉米收割现场，一台大型现代化玉米
收割机正在满负荷作业，24小时内可收
割鲜食玉米面积 400多亩。机器过后，
一株株高达 2米的玉米秆被整齐切断，
一穗穗鲜食玉米棒被完整地“吞”进车
厢，余下的茎秆和叶片被均匀粉碎并抛
洒到田间配肥地力。由于今年雨水充足
温度适宜，再加上科学种植管理，产量再
创新高。

黑龙江大董黑土地农业有限公司种
植基地负责人杨金辉说：“今年是个大丰
收年，每年的亩产量在 2200、2300（穗），
最高也就 2400（穗）左右，今年得突破
2600（穗）。”今年，这家农业企业种植鲜
食玉米 32000 亩，每天加工产能 200 万
穗，总产量8000多万穗。

青冈县的鲜食玉米以其绿色优质和
规模生产而享誉国内外，在种植鲜食玉米
方面不仅有技术、有人力、有机械、有设
施，更有世界珍稀的黑土地。今年鲜食玉
米的种植面积达到17万亩，龙头加工企业

超过21家，生产鲜食玉米3.74亿穗以上，
鲜食玉米种植与加工优势十分明显。

青冈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徐洪福
说：“青冈县围绕锁‘鲜’这个环节做文
章。正常的情况下，鲜食玉米从采收，到
加工，再到储藏一般都控制在 6个小时
以内，青冈的龙头企业通过先进的设备，
一般2到3个小时就能完成，大大提高了
鲜食玉米的口感，赢得了消费者的青
睐。”

据了解，为推动鲜食玉米产业发展，

青冈县提出要逐步向真空保鲜玉米、真空
保鲜水果玉米、玉米浆包等多个系列拓展
鲜食玉米产业链，实现产业发展提档升
级。今后，青冈县将继续支持现有龙头企
业技改升级，开发新技术、新产品，不断拉
长产业链条、做大冷库仓储、做强精深加
工。同时，引进具有一定产业规模、行业
影响力的鲜食玉米加工企业，壮大鲜食玉
米产业加工企业群体，推动鲜食玉米产业
集群发展、全产业链发展，打造品牌化、高
质量发展的“龙江典范”。

青冈 用鲜食玉米撬动县域经济发展

□文/摄 蒋宝栋
本报记者 董新英

“这里的玉米又甜又香，实
在太好吃了！”近日，记者走进西
长发镇正黄一村的田园蔬菜种
植加工合作社，看到刚从地里掰
下来的新鲜玉米正在这里去除
苞叶，分拣蒸熟后香甜浓郁的玉
米香味扑鼻而来，咬上一口甜甜
的、香香的。

蒸完的玉米在冷却后会通
过速冻加工，这样做可以保持玉
米的水分及新鲜口感。加工完
的鲜食玉米会销往广州、上海等
南方城市。在加工现场，正好赶
上山东和山西的客户在这里订
货，他们介绍说，这里的鲜食玉
米是绿色食品，而且口感好，备
受当地人欢迎，他们准备在这里
订三百万的订单。

近年来，北林区把发展鲜食
玉米产业作为调整种植业结构
和促进农民增收的主攻重点，通
过政府引导、政策支持、多元投
入、发展新型经营主体等措施，
形成了以专业合作社和龙头企
业为依托的“合作社+基地+农
户”发展模式，实行订单生产、回
收产品、速冻加工、统一销售，有
效推动了全区鲜食玉米产业发
展。全区鲜食玉米常年种植面
积基本稳定在 8万亩左右，2022
年种植面积8.1万亩，其中域内种
植4.5万亩，各加工主体在域外签

订订单种植面积3.6万亩左右。
据介绍，合作社今年共种植玉米 300垧，预

计产量为1000万穗，品种分为黄玉米、白玉米等
不同品种，按客户订单需求进行种植加工。同
时，合作社还会将秸秆制作成青储，提高秸秆利
用率。目前，全区有从事鲜食玉米生产加工的主
体 7家，年加工量达到 1.76亿穗，实现产值 2.46
亿元。

下一步，北林区将继续引导有意愿的鲜食玉
米生产加工企业引进玉米浆、玉米粒等生产线，
实现深度开发，逐步延伸拉长产业链条。同时，
围绕鲜食玉米产业，大力发展机械设备、专用肥
料、产品包装、冷链物流等相关辅助产业，壮大拓
宽鲜食玉米辅助行业，助推鲜食玉米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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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摄 孟维欣 本报记者 董新英

初秋时节，天高云淡。走进明水县永兴镇跃进村
的街头巷尾，清廉文化长廊、乡风文明漫画、清廉文化
标语让人耳目一新，美化、香化的村居环境让群众的脸
上都洋溢着幸福、灿烂的笑容。这是明水县探索发展
清廉乡村建设的一个缩影。做实做细基层监督，规范
村级“小微权力”运行是永兴镇推动清廉乡村建设的重
要举措之一。

吃过早饭，村民郭长河便打开手机，通过手机平台
查看村里惠农资金的使用情况。一笔笔写得清清楚
楚，让人一目了然。这是村里统一的“晒廉”，村民通过
手机就可随时查看。

“群众通过手机扫码即可查看享有‘小微权力’70
项，各种惠农惠民政策办理流程及村情动态和‘三务’
公开情况，还可通过村级服务‘四单’工作法提出意见
建议，真正实现监督、投诉、举报‘一码到底’。”该镇纪
委书记孙中明介绍说。

永兴镇细化村级党组织建设、惠农政策落实，村
“三资”管理内容，集党务、村务、财务公示以及村资金、
资产和资源使用管理为一体，通过实现“码上公开”，将
低保办理情况、低保人员名单、享受粮食补贴人员名
单、村级财务情况等村级事务情况全部公示透明，消除
百姓疑虑、干部顾虑。

永兴镇创新清廉建设载体，充分利用村级党建阵
地，全面建设廉洁文化教育阵地，通过漫画说纪、廉政
字画、家风家训、乡村大喇叭等清廉教育内容，建设永
兴镇永兴村廉洁文化“大讲堂”，形成了集廉洁教育、党
建长廊、“小微权力”查询为一体的教育阵地。永兴镇
跃进村廉政文化公园，将清廉文化融入乡村公园，把历
代清官故事、廉洁好家风等内容与自然风景、休闲娱乐
设施有机结合起来，让清廉乡村文化氛围迅速提升，成
为居民群众修德、党员干部育廉的新阵地。

明水
码上“晒廉”

规范“小微权力”

本报讯（张睿格 记者董新英）公生明，廉生威。政
者，正也，子帅从正，孰能不正……在安达市安达镇廉
洁文化广场，一句句廉政名言警句、一个个廉政故事呈
现在主题宣传栏上。安达镇廉政文化广场建成后，不
仅成功变成了当地群众的日常“打卡地”，更变成了传
播廉洁文化思想教育的好去处。

安达市制定了《安达市清廉农村建设工作方案》、
承诺践诺机制及乡镇村级管党治党责任清单，探索推
行 7334模式，对全市 14个乡镇下发清单型、保姆式工
作通知、督办提示 22份，以“一盘棋”的思维抓好清廉
农村建设工作。

同时，安达市在强化监督上下功夫，突出“两方
面”。一方面是加强政治监督，大力开展专项整治，统
筹各乡镇、农业农村局、信访局，加大对“四大专项”推
进力度，查处“三资”“四风”问题。另一方面是融合社
会监督，村级权力运行阳光透明。利用安达市民热线
公众号开设清廉农村智慧管理平台，实时更新各乡镇、
各村公开事项和最新工作进展。

安达市绘制清廉农村建设系列工作流程图，流程
图包含村级采购事项、阳光村务事项、村级集体资源和
资产处置事项等 20余大项；建立村级廉政档案库，建
设文化阵地 23个，拍摄《廉联看》系列倡廉情景短剧 6
期，依托线上线下多种渠道，开展纪法宣传教育、案例
宣讲等活动32次，为农村基层政治生态长效化建设兴
廉洁之风，树浩然正气。

安达
乡村刮起廉洁之风

本报讯（崔砚泽 记者董新英）日前，全国绿化委
员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
出表彰全国绿化先进集体、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的决定，望奎县林业和草原局荣获全国绿化先进集
体殊荣。

近年来，望奎县以推进城乡绿化一体化为主线，坚
持生态优先、保护优先、城乡一体、协调发展，形成了
县、乡（镇）、村、户四级联动，点、线、面整体推进的城乡
绿化一体化新格局。目前，全县林业用地面积达
456300亩，森林面积达 375015亩，森林蓄积量达 343.7
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达 10.78%，城镇绿化覆盖率达
40.38%。

望奎县先后编制了《望奎县林业“十四五”发展规
划》以及各项规划《年度实施方案》等，严把整地标准
关、质量标准关、栽植标准关，造林成活率连续保持在
98%以上。实施村屯绿化、城镇绿化、道路绿化、生态
绿化、园区绿化“五大工程”，全县农田林网控制率达到
100%，全县655个自然屯全部绿化，村屯街道绿化率达
100%。围绕建设“城在林中、路在绿中、楼在园中、人
在景中”的园林式生态城镇，先后实施了望奎县植物
园、林枫广场等绿化园林工程。目前，城区绿地总面积
330万平方米，绿地率达 36.2％，人均公共绿地 11.4平
方米，创造了最佳的人居环境。

目前，望奎县林草局已先后获得全国平原绿化先
进单位、全国生态建设突出贡献先进集体、全省植树造
林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

望奎县林草局
获评全国绿化先进集体

□王冬雪 本报记者 董新英

“真心感谢村镇银行贷款支持啊，我的小
猪终于有新家了。”太平乡养殖户何友明用贷
款翻新了他那所透风漏雨的猪舍，解除了他的
一块心病，现在他养猪的劲头更足了。

年初以来，中国人民银行肇东市支行积极
引导辖内金融机构立足县域、扎根乡村，深入
探索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重点围
绕提升金融服务质量、落实金融惠农政策、创

新农村金融产品等关键领域，突出特色、发挥
优势、清源通渠，为乡村振兴注入了金融活水。

在中国人民银行的倡导下，肇东市政府组
织成立了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工作专班，并印发
了《关于支持“百行服务进万村”活动开展的通
知》，为支持乡村振兴、破解乡村发展瓶颈提供
了组织保障和政策支持。肇东中银富登村镇
银行率先发力，面向广大农村小微企业、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农户、创业人员等重点客户群
体，新增投放信贷资金1亿多元，合作发债5000

万元。当前，肇东中银富登村镇银行已通过
“政+银”签约模式，合作对接全市22个乡镇，办
结贷款175笔，投放金额905万元。

在中国人民银行推行乡村振兴政策的指
引下，肇东联社开展了“党建引领+普惠金融”
整村授信工作，当前，肇东联社整村授信已初
见成果：通过创新抵押方式为裕村香米业种植
合作社发放贷款200万元，及时有效地解决了
企业资金缺口。在信用社的支持下，该种植合
作社年销售额增至 3000多万元，社员每亩分

红达2000余元。
此外，中国人民银行肇东市支行利用自媒

体平台，将金融知识、金融政策送至千家万户，
延展了普惠金融触角。线上金融知识直播后，
金融机构顺利开展了助企开门红、助企纾困、
助农耕等活动；各金融机构与 678 家企业对
接，为279家涉农企业融资20.79亿元；为中小
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货车司机贷款及受疫情
影响的个人住房与消费贷款等实施延期还本
付息103笔，累计金额7900余万元。

肇东 金融活水注入乡村产业

廉政主题公园一景廉政主题公园一景。。

规范化种植加工
保证“鲜”口感

“要想保证鲜食玉米品质，离不开标
准化规范化种植和加工，在播期确定、机
械耕作、隔离种植、绿色防治、配方施肥、
采摘收获等环节，形成一整套适宜鲜食
玉米生产加工的技术模式。”青冈县万德
福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阮万超说。

为规范种植保证生产质量，绥化市
制定下发了《鲜食玉米采收加工技术规
范》《鲜食玉米生产技术规程》等鲜食玉
米地方标准。大力推广实施“减化肥、农
药、除草剂，增施有机肥、绿肥和生物农
药，推广生态耕作”的“三减三增一推”耕
作模式，施用的化肥、农药用量远低于全
国平均水平。

黑龙江大董黑土地农业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尹德才介绍，通过“互联网+”可
追溯体系建设，可以实现鲜食玉米全程
质量监控，青冈鲜食玉米全部采用绿色
生产技术规程，从采摘到加工冷冻存储，
6个小时内即可完成，保证鲜食玉米的
新鲜口感。

在青冈县，以京科糯 2000、金糯九、
小黄粘等为主导品种的鲜食玉米种植面
积高达 15万亩，以大董、辰旭农科为代
表的生产经营主体发展到47户，黄灿灿
的鲜食玉米成了一片片金矿。

近几年，绥化市各鲜食玉米企业连
续开展 200多个品种试验示范，筛选出

“绥化鲜食玉米”主推主导的博斯糯 9、
佳农861、南红蜜、黄糯262、绿糯169、小
黄粘、米哥、黑糯 10、花糯 3等适合区域
种植，稳产性、商品性优良的品种，产出
的鲜食玉米不仅鲜嫩香甜、风味独特，而
且质量安全、健康营养。

完善生产体系
塑造“鲜”品牌

2018年，“绥化鲜食玉米”荣获农业
农村部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成为全国
首例以鲜食玉米命名的地标，是省内保
护范围最广、包含品类最多的农产品地
标。2019年，被农业农村部中国农产品
市场协会评选为首批“中国农业品牌目
录 2019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入选全
国首批“地理标志农产品保护提升工程”

项目。2020年，被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
评为全国地理标志品牌第 86位。2021
年，被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评为品牌强
度 787，品牌价值 36.32 亿元。目前，全
市有“新北香”“百隆达”“万德福”“云淇”

“大董”等多个知名品牌。
据统计，80%以上的绥化鲜食玉米

企业主要生产速冻甜、糯玉米粒、玉米
段，真空包装甜、糯玉米穗等初级产品，
少量企业加工玉米饼、黏玉米面，形成了
自上而下的鲜食玉米产业链，打造了完
整的生产销售体系。

目前，绥化市认证绿色食品鲜食玉米
企业37家，认证产品59个，认证面积近42
万亩。全市现有鲜食玉米大中型加工企
业72家，总加工冷冻储藏能力约23亿穗，
年总产值34亿元，优中选优的主导产品已
经打入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各大商超，
为鲜食玉米打下良好的品牌基础。

向全国推介
“鲜”飘大江南北

2017 年，绥化市组建了“绥化鲜食
玉米·速冻果蔬联合会”，发展会员企业
23家。2017年至 2018年组织会员单位
参加全国各地展销会20多次，推介绥化
鲜食玉米产业。2020年注册集体商标

“绥化鲜食玉米”，已通过国家商标局受
理，为促进本集体商标所指定的商品生
产、经营，提高商品质量，制定了《“绥化
鲜食玉米”集体商标使用管理规则》。

绥化市通过举办“鲜食玉米节”向全
国各地鲜食玉米育种、生产、加工、经销、
储运、设备、包装等产业链各环节企业、
专业合作社、电商展示鲜食玉米的优势，
促进了鲜食玉米产业健康长足发展。

绥化鲜食玉米，一路领“鲜”香飘大
江南北，一穗穗闪亮的“金玉米”为全
国各地的消费者带去了香、甜、糯的老
风味，“鲜”进了餐桌，甜进了每个人的
心里。

抢抢““鲜鲜””上市上市““鲜鲜””声夺人声夺人

绥
化
鲜
食
玉
米

鲜食玉米收获季鲜食玉米收获季。。

□文/摄 孙一博 本报记者 董新英

鲜食玉米作为绿色龙江十大品牌之一，现已成为拉动黑龙江省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2022年，在黑龙江省玉米行业协会的助力下，绥化市鲜食玉米企
业抢抓生物技术与产业发展，打造龙江“换道超车”新引擎。目前，全市鲜食玉米种植面积100万亩左右，占全省的三分之一以上，核心主产区为北林、海伦、兰
西、青冈4个县（市、区），总产量110万吨左右，约23亿穗，这样的数量，能够让全国人均一穗半。

眼下，正值绥化市鲜食玉米收割季节，绥化各地鲜食玉米种植区一手抓收割、一手抓加工，快速锁“鲜”、抢前上市，一穗穗鲜食玉米成为撬动市域经济发展的
“金棒棒”。

“绥化鲜食玉米”是全国首例以鲜食玉米命名的地理标志产品。目前，绥化市认证绿色食品鲜食玉米企业37家，认证产品59个，认证面积近42万亩。

锁锁““鲜鲜””生产线生产线。。

鲜食玉米收获鲜食玉米收获。。

鲜食玉米鲜食玉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