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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亮点

本报讯 李莹 丁思文 记者 吴连祥报道 乡
村要振兴，产业兴旺是关键。基于这一认识，东丰县

二龙山乡充分发挥区位和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特色种
植产业，用特色补短板增效益，取得了显著的实效。

眼下，正是水稻孕育成熟的时节，二龙山乡沙河
沿村的百亩稻田绿浪翻滚，绿油油的优质品种水稻随
风起舞，一串串稻穗散发出阵阵清香，一派丰收在望的
喜人景象。今年，有着“绿色水稻之乡”之称的二龙山
乡种植优质品种水稻近万亩，可望获得好收成。

不仅粮食作物丰收在望，这个乡风生水起的还有
香瓜、西瓜等时令瓜果产业。在 104 省道七家村沿
线，各个园区硕果累累，香飘四野，吸引来了十里八村
的人们前来购买，种植户也忙得不可开交。

瓜农于宝忠愉悦地说：“今年尝试种植香瓜，收益
真不错，对我家的经济收入有了很大帮助，现在生活是
越来越有奔头。”目前，全乡公路沿线的特色种植户已
发展到10户，种植香瓜、西瓜80亩，瓜农每亩可收入上
万元。

近年来，二龙山乡坚持“生态、绿色、品牌”发展理
念，初步形成了以特色种植、特色养殖为主体的农业
产业发展新格局。同时，以促进农民增收为目标，不
断打造优势特色产业。现在，永合村的芦笋，爱国村
的大榛子，还有食用菌、黄牛、梅花鹿等产业项目都呈
现出“遍地开花”的发展态势，农民的增收致富之路

越走越宽广。

龙山乡特色产业创高效

走进镇赉县莫莫格
蒙古族乡庆江种植养殖
农民专业合作社，绿油
油的稻浪在风中翻涌，
社员在稻田中欢笑劳
作，鱼儿、螃蟹和鸭子在
稻田中嬉戏……

据悉，由庆江种植
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种植的“梦香湾”大米，
严格以有机农作物规
范科学种植、生产，采
用人工与自然相结合
的除虫、除草方法，不
洒一滴农药，同时在水
田里散养鱼、蟹，实现
互利共生，并以高度腐
熟的牛、马、羊、猪粪为
营养来源，不施化肥，
保证了口感和品质。

依靠“梦香湾”有
机蟹田米等品牌，在
安徽省合肥市举行的
第三届稻渔综合种养模式创新大赛暨
2019年优质渔米评比推介会上，镇赉县庆
江种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荣获创新大
赛特等奖和“绿色生态奖”；2019年 9月，该
品牌在第二届中国农民丰收节白城区河
蟹大赛上获得金奖；在郑州市举办的第 20
届全国绿色食品博览会上，镇赉县庆江种
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获得金奖；在 2019
年东北亚农业贸易博览会上，还签订了 1.5
万公斤的有机米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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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菇，有着“植物皇后”的美称，不仅味
道鲜美，还富含17种人体所需的氨基酸、30
余种酶类和丰富的香菇多糖，具有养生保健功
效，市场前景广阔。近年来，辉南县辉发城镇充
分发挥地域优势，着力培育打造香菇产业，加快了
脱贫攻坚和农民增收致富的进程。

辉发城镇地处长白山西南簏，龙岗山脉和吉林哈
达岭之间，全年中低温期长、昼夜温差大，非常适宜食
用菌生长，发展反季节食用菌更具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
件。

要把地域和气候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基于这一认
识，镇里于2010年引进了香菇生产项目，并从资金、技术、
销售等方面对种植户给予扶持，使这一产业得以落地生根。
到 2016 年，全镇已发展温室香菇大棚 18 栋，每栋大棚面积
1500平方米，年产香菇90余万棒。

脱贫攻坚，产业先行。2017年初，镇党委、镇政府决定利
用香菇产业优势，打造扶贫产业整镇带动项目。整合扶贫资金
155万元，新建香菇大棚20栋，每年可生产香菇30余万棒。建

成后，以每年14.2万元的价格发包给辉南县聚富香菇种植专业
合作社，2018年5月投产达效。2019年，香菇产业持续带动周
边村民发展香菇生产，大屯村成立了吉林省辉霖菌业有限公
司，新建大棚18栋，年产香菇约27万棒。截至目前，全镇香菇
大棚已发展到56栋，年产香菇147万棒，按照每棒香菇平均年
产量2斤、每公斤香菇售价12元计算，年销售额可达1760余
万元，众多贫困户从这一产业链中获得了收益。

今年，镇党委、镇政府又谋划了扶持村集体经济项目和
贫困村后续产业扶持项目，向上争取资金100万元，分别
在民主村和贫困村腰屯村新建香菇大棚10栋。支持大
屯村成立了辉南县瑞龙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投资300万
元新建香菇大棚30栋，年产香菇45万棒；通过招商引
资引进了“百万菌棒香菇产业基地项目”，该基地由吉
林省仙鹿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投资1500万元，建设标
准化大棚156栋，同时建设菌包厂、冷库等基础设
施。园区占地面积 12 万平方米，菌棒承载量达
150万棒，预计2021年生产达效，年产值预计实
现1000万元，可带动当地村民百余人就业。

“植物皇后”富一方
——辉发城镇培育打造香菇产业

□ 王兰 本报记者 吴连祥

合作社负责人孟庆江在稻田灌地

走进白山市江源区湾沟
镇西川村，村部东头整齐的
20 座西瓜大棚格外引人注
目。

“这里气候温和，日照充
足，土壤耕作层深厚，有机质含
量丰富，种植西瓜的环境条件
十分优越。”湾沟镇西川里原宿
生态农业文化产业园负责人孙
博如是说。湾沟镇西川西瓜采
用了自根栽培、三棚四膜多层
覆盖技术，营造出类似新疆“昼
夜温差大”的小气候，果实表现
出“汁多味甘、肉质细嫩”的优
良特性，含糖量保持在13%左
右。

镇党委、镇政府立足实际，
成功引进了西川里原宿生态农
业文化产业园项目，能够做到

“优”调“特”调“强”农业结构，
打造各具特色的农业品牌，促

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其中，措
施之一是大力发展特色种植
业，优化种植结构，促进产业转
型升级。另一个措施是加强

“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建设，强化
示范作用，打造区域特色品牌。

近几年来，镇党委、镇政府
坚持绿色转型，围绕种植业结
构调整和“一谷一城”建设持续
发力，2019年完成种植业结构
调整1.9万亩，超额完成区下达
的5000亩工作任务，如今湾沟
镇特色农业的发展已经成为一
道亮丽的风景。人参种植面积
已多达2000余亩，木耳种植规
模已达500 万袋，同时种植结
构已从玉米、大豆单一的种植
模式发展成西瓜、蒲公英、苏
子、高粱、五味子、蓝莓、山茄
子、葡萄、韭菜等多元的农业种
植结构，特色种植路越走越宽。

小西瓜圆了致富梦
□ 赫文 邹薇 本报记者 郭小宇

本报讯 隋信波 王崇宇 记
者 郭小宇报道 靖宇县三道湖
镇按照白山市委、市政府建设
中国绿色有机谷·长白山森林
食药城发展战略要求，深入贯
彻“退粮进特”总要求，举全镇
之力发展蓝莓。

三道湖镇坚持“一带双核”
“一廊两区多基地”的产业发展
思路，以助力实现“长白山蓝莓
第一镇”“长白山蓝莓集散地”

“三道湖蓝莓小镇”为发展目
标。立足区域实际，培育产业融
合主体，增强乡村产业发展内生
动力，因地制宜把蓝莓产业打造
成扶贫产业、致富产业、生态产
业，最终实现乡村振兴的目标。
2016年，全镇种植蓝莓面积5000
亩，鲜果产量 500 吨，鲜果收入
1000万元；2019年，蓝莓种植面
积扩大到9800亩，产量2650吨，
鲜果收入实现4770万元。2020
年三道湖镇将着重打造“吉林省
三道湖蓝莓特色小镇”和国家级
农业产业强镇建设项目，以项目
建设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三道湖镇注重普及应用科
学种植管理技术，根据实际需
求，利用农闲和生产期关键节
点，联系聘请专家教授和专业机
构对全镇蓝莓合作社负责人和
蓝莓种植户进行域外培训和实
地教学，提高种植户质量意识、
风险意识、诚信意识和科学管
理意识，形成“人无
我

有，人有我优，人优我变”品质竞
争氛围，培养创造具有地域特色
的地产品牌，积极推进“三道湖
蓝莓”建设，为进军中高端蓝莓
消费市场储备能量。

三道湖镇积极推进谋划产
业项目建设，推动蓝莓产业发
展。2020 年计划投资 4000 万
元，建设4大类7个项目。标准
化示范基地建设项目。计划投
资30万元，由向阳村蓝莓种植专
业合作社实施，在向阳村建设蓝
莓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140亩。
配备“肥水一体化”设施，建成后
每年效益约30万元，带动蓝莓产
业向有机、生态、高效转型升
级。仓储冷藏类项目。计划总
投资 1100 万元，由 3 家企业承
建，冷库建筑面积3150平方米，
分选厂房600平方米，变压器1
台，辐射面积6000亩，将打通冷
链物流直通田间地头的终端环
节。加工营销类项目。嘉德森
生物科技公司拟投资 2370 万
元，建设 2000 平方米生产蓝莓
冻干粉加工车间及设备，预计
年产 36 吨蓝莓冻干粉，总产值
2880 万元，利润 800 万元，税收
380万元。东源饮品拟投资400
万元，建设蓝莓果汁、蓝莓酒加
工车间 2000 平方米，预
计年产值1900
万

元，纯利润 460 万元，税收 247
万元。蓝莓交易市场建设项
目。吉林省润泰农林开发有限
公司计划投资 100 万元在三道
湖镇支边村扩建蓝莓交易市场
5000平方米。

三道湖镇立足于培训经纪
人和企业营销人才，做到把蓝
莓卖好。2020 年全镇蓝莓盛
果面积约 7000 亩，受种植主流
果品耐储运情况和可能产生
的疫情影响，销售压力较大。
在稳定现有客户基础上进一
步拓宽销售渠道，持续提高经
纪人、营销人员整体销售能
力，做好产品宣传和推广，加
大自媒体信息推送力度，探索
网红代言、电商销售等模式，拓
展销售半径。

在整个蓝莓产业的发展带
动下，二产、三产集聚效应已经
显现。目前，全镇共有省市级
农业、林业龙头企业 5 家（省级
林业：爱仁康养、润泰，省级农
业：森工，市级农业：关东绿色、
金泽商贸），吉林省四星级、国
家三星级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
企业 1 家（蓝缇蓝
莓）；筑

巢引凤效果明显，以孙晓利、杨
志春、孙杨为代表的返乡创业
人员在三道湖镇从事蓝莓种
植、加工、销售等行业，干劲足，
示范引领作用发挥强。三道湖
镇形成了以森工森林食品、东
源饮品为代表的二产加工，以
润泰农林为代表的仓储销售服
务，以爱仁小镇、蓝莓山庄为代
表的休闲旅游，初步具备了一
二三产融合发展的基础。

下一步工作中，三道湖镇将
继续按照“一谷一城”的战略部
署，引导三道湖镇蓝莓产业新
发展，继续做大做强蓝莓产业，
支持蓝莓产业龙头企业发展，
认真谋划好、实施好“2020年国
家级农业产业强镇”和“三道湖
蓝莓小镇”建设项目，为蓝莓的
仓储、冷链物流、交易的各种产
业业态提供服务，以蓝莓产业
发展带动农业供给侧改革和乡
村振兴战略发展，把三道湖镇
建设成为“长白山下蓝莓第一
镇”而努力奋斗。

三道湖镇蓝莓产业蓬勃发展三道湖镇蓝莓产业蓬勃发展

洮南市万宝镇三发村、碱土村在镇党委、镇
政府的支持下，发展大鹅养殖，现已投入大量资
金，取得了良好收益，也在当地形成了一道亮丽
景观。图为鹅群返回并在河边嬉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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