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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响地域品牌，创响一批“土”字
号“乡”字号特色产品品牌，不断提升
市场竞争力才能拓宽销路。近年来，
营口市“大念品牌经，稻草变黄金”，
让传统盖州西瓜、老玉米、营口大酱
等一大批农特产逐渐实现从产品到
名品的“变脸”。

营口生态资源优越，有很多农特
产。这些特产虽然品质好，但散而
小，很难做成规模。如何把小特产做
成大产业？营口市综合考虑市场趋
势、县域特色、发展基础等因素，统筹
资源、聚合发展。

今年，黄大寨村小黄旗西瓜又获
丰收。带有“营润小黄旗”商标的西
瓜在市场上已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
面。仅西瓜产业一项，全村收入就突
破 6000 万元，人均收入 2 万元，并为
周边7个村提供就业岗位1500多个。

黄大寨村是典型的“一村一品”

西瓜专业村。如何让“招牌特产”在众
多的西瓜产地中脱颖而出？太阳升街
道办党工委与黄大寨村“两委”会研究
决定，用诚信经营和提升品质为村里
西瓜产业寻找市场销售突破点。

黄大寨村“第一书记”陈健说：
“今年，我们着手把小黄旗西瓜做成
一个地域性商标，西瓜实现了可追
溯，通过商标上的二维码，可以追踪
这个西瓜是否是我们黄大寨生产的小
黄旗，以此监督农民诚信经营，种良心
地，种良心瓜。”

相比于水果等经济作物，传统玉
米往往被贴上产值低、效益差的标
签。营口农佳嫂种植畜牧专业合作
社通过延长玉米产业链，探索出“龙
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新模式，让
联合体内的玉米、杂粮等优质农产品
实现订单经营、品牌共享，传统老玉
米迸发出新活力。

农佳嫂合作社选用非转基因老
品种玉米，保障了食品安全，还与合
作农户签订品质保证书，统一选种、
统一耕种管理、统一收获、统一加
工。如今，农佳嫂合作社有社员 300
多户，玉米种植基地达300多公顷。

大酱在营口有着悠久的生产历
史，近 20 家大酱酿造厂家共同托起
了营口传统大酱这一地方品牌。如
今，营口传统大酱经过几十年的传承
与创新，不仅在本土和东北三省浓香
四溢，而且已经香飘四海，走向全国
乃至世界。

目前，营口市市级以上农产品深
加工重点龙头企业达 68 家，其中国
家级重点龙头企业 3 家、省级 20 家，
2018 年营口市农产品加工业主营业
务收入 146亿元，同比增长 9.63%，加
工 业 总 产 值 148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8.27%，带动就业1万余人。

新品质赢得大市场

本报讯 记者徐鑫报道 盛夏
时节，北方稻田里一片葱茏。营口渤
海米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崔宇顶着高
温到种植基地查看秧苗的生长情
况。这片秧苗可是她心坎上的宝贝，
它们的名字叫“越光”，是2018年企业
引进的新品种，产出的稻米为高端富
硒米。在不久前举行的世界高端大
米大会暨大米展览会上，这个品种的

“营口大米”摘得银奖。
崔宇告诉记者，“越光”米是公司

引进来的一个新品种，有“世界米王”
的美誉，又有“白雪米”“不用配菜的
米饭”等美称，现在主要种植在渤海
之滨。“以后我们会推出‘渤海明珠’
品牌的‘越光’米，让它成为‘营口大

米’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崔宇说。
6月 27日至 6月 29日，世界高端

大米大会暨大米展览会在广州举
行。辽宁省政府组织 40 余家大米企
业作为东北大米的代表参加了此次
展览会。在企业竞技环节，国内外稻
米行业专家对世界各地 80 余家参展
企业选送的稻米样品进行品尝鉴
选。在对外在品质、蒸煮品质和食用
品质三个方面进行评测后，渤海米业
的“越光”品种稻米，被评委会评定为
粳米组银奖。

崔宇说，“越光”米黏性强，口感风
味佳，外形颗粒均匀，晶莹透亮，非常
漂亮。食用前还没有品尝就能闻到香
气。而且它是健康安全的，在整个种

植环节，采用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和
监管平台，从农田到餐桌全程可追溯，
从源头上保障高标准大米的品质。

营口渤海米业有限公司坐落于
大石桥市水源镇，这里土层深厚，土
质盐碱、矿化度高，由于土壤呈微咸
性和碱性，微量元素含量较丰富。加
之这里温度适宜、光照充足，已被认
定为无公害种植区，这些都为水稻生
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2018年，
渤海米业对“越光”米进行小面积试
种。2019 年，公司种植了 333 公顷

“越光”米，预计产量可达2.5万吨，品
质优良的稻米在黑土地和辽河水的
滋养下焕发出新的生机。

近年来，大石桥市政府高度重视

大米品牌建设工作，不断培育“营口
大米”这个品牌，始终坚持做好中国
好粮油示范县的建设工作，实现了
一、二、三产业高度融合，努力建设辐
射全国的东北优质大米生产、加工、
销售基地，使大石桥本土稻米逐渐显
示出较强的竞争力。

据了解，此次世界高端大米大会
暨大米展览会设置 3 个奖项，共有 6
家企业获奖。其中，金奖1名，银奖2
名，铜奖3名。渤海米业摘得银奖，营
口鹏昊米业摘得铜奖，这标志着“营
口大米”整体品质已经得到了业界的
认可，提升了“营口大米”的知名度和
美誉度，也提高了“营口大米”在国内
乃至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在国际展览会上分获银奖和铜奖

“营口大米”跻身世界高端大米行列

本报讯 记者徐鑫报道 在营
口，漫步辽河岸畔，抬眼北望，对岸

“河北小镇”四个大字异常醒目。该
项目包括旅游产业、休闲娱乐和智
慧园区等内容，项目投资方、沈阳中
实集团董事长李春学对项目未来的
发展信心十足：“政府给企业创造良
好营商环境，让我们在西市投资更
有信心。目前，河北小镇总体规划、
设计、审批都已结束，施工马上开
始，争取在3年至5年内打造一个全
新的河北小镇项目。”

据了解，该项目是近日在由营
口市西市区和辽宁（营口）沿海产业
基地共同主办的“优化营商环境、助
推民营经济发展”恳谈会上现场签
约的。当天同时签约的共有 10 个
项目，总投资超过130亿元。

作为营口主城区的西市区，临
河傍海，拥有厚重的人文和自然资
源。辽河老街、奉天支部、没沟营
遗址等营口城市名片散布于辖区

之内；西市区行政区域内分布着
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营口片区、
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区、辽宁（营口）
沿海产业基地和营口临空产业园，
是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轴上的重
要节点，更是营口市委、市政府倾
力打造的现代产业集聚区和滨海
生态新城区；工业铝材、光伏组件、
农业化工、新材料四大产业集群，已
成为推动营口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
引擎。

西市区和辽宁（营口）沿海产
业基地举办此次营商环境恳谈会，
旨在努力为民营企业发展营造良
好环境，推动民营经济实现高质量
发展，加快引进总部经济工作步
伐，全面打造一流总部经济平台。
恳谈会上，西市区相关领导就打造
优质营商环境作出承诺：西市区、
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将打造
政策最优、服务最好、成本最低、办
事最快的营商环境。

集中签约10个项目投资超百亿

本报讯 7 月 15 日，记者从营
口市营商环境建设局获悉，在日前
召开的 2019 年中国国际化营商环
境高峰论坛暨《中国城市营商环境
投资评估报告》发布会上，营口市
以营商环境建设多项工作亮点获
评中国（区域）最具投资营商价值
城市，是辽宁省唯一上榜的城市。

近年来，营口市委、市政府坚持
以体制机制改革为先导，自上而下
推动营商环境建设向纵深发展；各
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在营商环境建设
中，坚持以“放管服”改革为核心，加
速制度创新，由繁至简让企业、群众

办事真正方便、舒心。推进“一网一
门一次”服务，实施相对集中行政许
可权限改革，成立独立行政审批局，
建设完成市民服务中心，政务服务
事项 100%一门办理、网上可办，全
市审批环节压减 29%、审批时限压
缩 50%以上、审批效率平均提高
80%。营口市在辽宁率先完成区域
评估试点，率先启动试点经验推
广。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制度创新
做法获国务院办公厅通报表扬，24
项典型案例在全省复制，集装箱班
轮风险分级管理案例在全国推广。

任 贺 本报记者 徐 鑫

获评最具投资营商价值城市

本报讯 记者徐鑫报道 农业
银行大石桥市支行加大服务“三农”
力度，截至6月末，累计投放农户贷
款 1 亿元，其中投放扶贫贷款 4256
万元,帮扶带动贫困户 851 户，为农
民致富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得
到当地政府和百姓的一致好评。

农业银行是金融服务“三农”的
国家队和主力军，积极投身“乡村振
兴战略”，是农行义不容辞的责任。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
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也是“三农”
工作的总抓手。农行大石桥市支行
始终以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

不断加大“三农”信贷投放，做实普
惠金融服务，取得了良好成效。

地处大石桥市西部水田区的高
坎镇，素有“辽南淡水养殖第一镇”
的美誉。农行高坎支行新一届管理
团队在上级行的支持帮助下，行长
周骥带领全体员工按照农业银行大
石桥市支行创新金融服务推出的

“公司+农户”的担保贷款模式，今
年 以 来 累 计 发 放 农 户 养 殖 贷 款
5860 万元、293 人次，均创历年新
高，提高了农民贷款的快捷性和便
利性，解决了许多养殖户的燃眉之
急，极大地支持了当地经济发展。

851户贫困户受益扶贫贷款

本报讯 记者徐鑫报道 近
日，营口市文艺志愿者“到人民中
去”文艺演出暨榜式堡镇泉眼沟村
首届西瓜品鉴会在泉眼沟村举行，
以此庆祝该村投资 40万元的露地
西瓜集体经济项目喜获丰收。

伴随着喜庆的乐曲，文艺志愿

者以优美动感的开场舞拉开了演
出序幕。诗朗诵《为了这片田野的
绿色而来》赞美乡间田野特有的乡
土气息，女声独唱《在希望的田野
上》唱出了农民喜获丰收的幸福，
相声、京剧等精彩演出，赢得了村
民的阵阵掌声。

志愿者下乡演出庆丰收

7月6日，2600个纸箱装载着重
53 吨的进口冻南美白虾运抵营口
港，经大连海关所属鲅鱼圈海关检
验检疫合格，不久将端上东北百姓
的餐桌。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饮
食多样性需求的增长，进口水产品
越来越多地进入寻常百姓家。鲅鱼
圈海关始终坚持便民利企导向，优
化监管模式，支持地方企业水产品

进口。他们一方面延伸服务理念，
专人、专岗快速办理进口水产品的
检验检疫手续，实现进口水产品“即
到、即验、即放”；另一方面优化通关
流程，推行报关单“日单日清”，确保
当日申报的报关单当日受理完毕。
通过不断提高通关时效，既做好进
口食品的安全员，也当好百姓餐桌
的保鲜员。

本报记者 徐 鑫 摄

做好进口食品安全员

7月6日，“寻找
中国最美小产区”活
动全国第一站走进
营口，吸引了众多农

业专家和媒体的目光。由中国
质量万里行促进会和营口市人
民政府举办的这项特色活动，
展开了一幅东北农业在融入国
际市场中寻求繁荣振兴的鲜香
浓郁画卷。

近年来，营口市着力发展
外向型农业，充分利用营口港、
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营口片区
得天独厚的优势，构建农业对
外开放的新格局。截至去年
底，营口市共有注册农产品出口
企业74家，出口地涉及40多个
国家和地区，营口市农产品出口
额达到9800万美元，位居全省
第五位。

图说 TUSHUO

盖州苹果走俏欧洲 营口海蜇畅销全球

营口特色农产品香飘国际市场
本报记者 徐 鑫

在我国最大的陆路口岸满洲里，
营口供销农产品物流有限公司在这
里设立了分销点，虽然眼下不是苹果
销售旺季，每周仍有上百吨贴着“盖
州”标签的苹果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进
入俄罗斯。

公司董事长潘守玉告诉记者：
“生意最好的年份，单日交货值超过
百万美元，年对俄苹果出口额达4000
万美元，公司目前是国内最大的对俄
苹果出口商。现在，‘盖州苹果’已占
据俄罗斯近20%的市场份额。”

潘 守 玉 在 地 图 上 由 南 向 北 轻

轻一划，从紧邻的鲅鱼圈，指向满洲
里——我国最大的陆路口岸，这一
划意味着 1613 公里的铁路运距：全
国沿海港口距满洲里最近的距离。
几年来，营口市这条“营满欧”通道
以低成本和高效率激发出活力，运
量飙升几十倍，货源旺季时每周班
列达到 10 列，成为全国沿海中欧班
列最密集的港口。

去年，潘守玉的苹果出口额达到
2400余万美元。眼下，随着辽宁自由
贸易试验区营口片区功能日益完善，
潘守玉筹资4000万元，正忙着规划建

设营口供销农产品果品出口交易平
台，同时打入东南亚国家市场。这个
平台还将整合周边水果出口企业，同
步实现线上、线下交易，未来公司水
果的出口量有望翻番。

这是一个营口水果商人，在城市
全面融入“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做
出的新抉择。

如今，苹果、西瓜、葡萄、桃、水
稻、海蜇、大闸蟹、对虾……这些被经
销商和消费者奉为上品、行销国内
外市场的营口特产，有一个共同的身
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这样的

“宝贝”，营口已经拥有 9 个，而且还
在积极扩充阵营。

“营口”招牌的背后，是农业生产
的地缘、技术优势和丰厚扎实的历史
底蕴、产业基础。山海相连的地理，
带来丰富的物产馈赠，农林牧渔尽
有，堪称“北方大农业缩影”；纬度适
宜、海拔高、昼夜温差大，水果糖分
高、口感好、耐储存；海蜇出口量占全
国 80%，辽宁绒山羊的原产地，苹果
栽培人才的摇篮……

营口特产，拥有着无可比拟的品
牌优势。

小产区做出大文章

水果、水稻、水产，这“三水”是营
口最骄傲的家乡特产。

6月 27日至 6月 29日，世界高端
大米大会暨大米展览会在广州举行，
营口市渤海米业的“越光”和鹏昊米
业的“一目惚”稻米分别获得银奖、铜
奖。这标志着以渤海米业和鹏昊米
业为代表的“营口大米”整体品质已
经得到了业界的认可，提高了“营口
大米”在国内乃至国际市场的知名度
和影响力。

对农特产来说，小产区才能出精
品，才能提升整体竞争力。营口市毗
邻的渤海湾饵料丰富、水温适宜，适合
海蜇生长，是我国海蜇的主要产区，品
种主要是绵蜇和沙蜇。从“海蜇渔场”

到“海蜇工厂”，再到“海蜇市场”“海蜇
牧场”，如今的营口人正在打造全球

“海蜇磁场”，领跑国际同行。
营口人加工海蜇历史悠久，如今

已成为全国重要的海蜇生产和出口
基地。从上世纪80年代起，营口人从
传统渔民生产逐渐变为公司介入、村
镇联合、国内外企业联合，把营口的
海蜇产品销售到全国以及全世界。
他们从东南亚到非洲、从俄罗斯到南
美，把世界各地的海蜇运到营口加
工，再远销世界各地，使营口成为全
球海蜇产业链的核心。

目前，全国海蜇加工出口所需半
成品原料 70%出自营口，国内海蜇加
工企业 80%以上由营口人开办。作

为世界海蜇集散枢纽的上海水产市
场，90%的海蜇销售人员来自营口，他
们成立的辽宁上海水产商会在国内
外海蜇业举足轻重。营口市有海蜇
加工企业约50家，规模以上企业十余
家，年加工海蜇产量约9万吨。

打造农产品品牌离不开规划与
培育，营口在区域化布局上因地制
宜，深入挖掘地理环境资源，充分发
挥传统工艺优势，建立特色基地，拉
动现代农业建设。根据本地区自然
资源分布情况，营口推出特色产业、
培育特色经济、打造特色优势。一大
批以水稻、水果、蔬菜、畜牧、水产等
为主导产业的专业村星罗棋布，从而
为现代农业、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了规

模化、专业化、集约化、特色化基地，
为创建农产品品牌提供了平台。

以水果产业为例，营口目前已形
成以二台、九寨、建一等乡镇为主的
苹果生产基地，以南楼、周家等乡镇
为主的梨生产基地，以陈屯、红旗、九
垄地等乡镇为主的葡萄生产基地，以
熊岳等乡镇为主的设施水果基地，各
乡镇品牌优势逐步显现。

优势已形成，关键在推进。截至
去年底，营口市累计发放奖励资金
462 万元，对获得省级以上品牌企业
给予补助及奖励，全市农产品品牌已
发展到 179 个，其中国家级农产品品
牌23个、省级农产品品牌50个、市级
农产品品牌106个。

小特产铸就大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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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口望儿山酒业有限公司酿酒车间生产场景。 本报记者 徐 鑫 摄

核心
提示

数说 SHUSHUO

港城时讯SHIXUN

本报讯 记者徐鑫报道 7月
14日，营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
工作人员来到盖州市白沙湾旅游景
区，对景区餐饮服务和食品安全情况
进行专项检查，确保游客饮食安全。

检查组先后检查了白沙湾旅

游景区内的海鲜自助酒店、农家乐
等餐饮经营单位，对餐饮服务许
可、食品原料的索证索票、食品加
工的规范操作、食品安全宣传情况
和食品安全事故的应急管理与防
控等方面进行重点检查。

开展景区食品安全专项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