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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产业投资机会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

（亿元）
项目内容 招商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玉米深加工尼龙 56项

目
40

建设玉米深加工项目，项目规模为生产生物基尼龙 56
（PA56）、玉米淀粉、饲料等产品。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

集贤县
刘 峰 13069911113

2
生物质（秸秆）综合利

用
15

年产 500 吨有机肥、2000 吨有机饲料项目；20 万吨生物质发

电、燃气供应、供热项目；70 万吨秸秆燃料成型生产加工项

目；年产 10 台套秸秆饲料化、肥料化生产线成套设备制造项

目；秸秆收储、燃料成型生产线成套设备制造项目；生物质

（秸秆）热解气化燃气发电、供热系统生产线成套设备制造

项目；生物质燃料灰渣综合利用项目；70 万吨秸秆耦合低质

煤半碳化成清洁煤技术项目。

黑龙江省绥化市

北林区
孙乃龙 15145517717

3 秸秆产业园区项目 13.2
建设秸秆产业园区，其中一期投资 13.2亿元，建设生物质气

化提氢项目。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

集贤县
刘 峰 13069911113

4 秸秆综合开发利用 10
项目总占地 50万平方米。建设项目：秸秆造纸、秸秆糖生产、

饲料加工、生物质发电、液体燃料和多元醇产品等。

黑龙江省绥化市

肇东市
王相涛 13895807000

5 玉米精深加工项目 7.5
项目占地面积 20 万平方米，年加工玉米 50 万吨，主要建设 8

条生产线及配套设施。

黑龙江省绥化市

兰西县
车德威 18245599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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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

（亿元）
项目内容 招商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6 年产 10万吨氨基酸 7
本项目计划消耗葡萄糖 20万吨，年产 10万吨氨基酸。占地

面积 20公顷。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

富锦市
王超 13504691722

7
北方（绥化）玉米物流

交易中心
7

占地面积 40万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为玉米仓储库房、智能

化玉米装运、加工、配送设施、玉米物流园区、网络交易平

台、完善现货交易、信息服务、期货交割、金融物流等功能，

年交易玉米 150万吨。

黑龙江省绥化市

北林区
孙乃龙 15145517717

8
秸秆综合利用制外包

装箱项目
5.2

生产纸浆 30万吨、年加工瓦楞纸 20万吨、年加工纤维板 10
万立方米、年产生物饲料 20万吨、年产生物有机掺混肥 50
万吨。项目用地需 31万平方米，厂房 15万平方米。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

集贤县
刘 峰 13069911113

9 秸秆综合利用 5

项目占地面积为 10万平方米，包括生产车间，库房，农机具

库房及其他设施用房，并配套道路、停车场、围墙、绿化、

环保设施、供配电、给排水、消防等公用辅助工程。建成后，

年综合利用秸秆 200万吨。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

富锦市
王元生 13329553468

10 30万吨玉米期交割库 5
占地 20万平方米，建设标准化粮食加工，仓储库申请成为大

连商品交易所指定玉米交割仓库，为大商所提供最低保障仓

储库容 30万吨。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

桦南县
李冰 13846116677

11
玉米生化及深加工项

目
5

占地 20 万平米，重点建设玉米生化及深加工项目，主要包括

小品种氨基酸、核苷、腺苷、腺嘌呤，精炼玉米油、变性淀

粉、玉米淀粉、鲜食玉米饮品等项目。

黑龙江省绥化市

肇东市
王相涛 1389580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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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

（亿元）
项目内容 招商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2
年产 12万立方米农作

物秸秆压缩代木项目
4.4

主要建设秸秆集粗粉碎工段、精粉碎工段、铺装工段、成型

工段、成板输送工段、锯边砂光工段为一体的秸秆环保板生

产线，以及液体系统、控制系统、辅助工程系统、公用工程

系统等相关配套设施。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

友谊县
李伟 18945793765

13 年产 10万吨低聚糖 3.5
本项目占地大约 20公顷，建筑面积 15万平方米，年消耗玉

米淀粉 10万吨，年产 10万吨低聚糖。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

富锦市
王超 13504691722

14
玉米秸秆提炼柴油、炭

基肥
3.2 建设生产车间以及配套设施。

黑龙江省大庆市

肇州县
郑姗姗 13694592364

15
国家级杂交玉米制种

大县项目
3.15

建设现代化的种子仓储、物流配套设施、建设科研基地、完

善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快环保及信息化设施新建设，推进绿

色制种产业发展。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

宁安市
谭荣文 15046381221

16 玉米秸秆木糖醇项目 3
项目占地 10 万平方米，年加工玉米秸秆 30 万吨，年生产木

糖醇 2.5 万吨。

黑龙江省绥化市

青冈县
郭庆 15184578881

17 30万吨玉米深加工 3 计划打造一座玉米深加工园区，主要生产豆油及玉米淀粉。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

西安区
牛立辉 18904532627

18 β-胡萝卜素生产 3 项目占地 5万平方米，新建生产车间、年产 10吨β-胡萝卜素。 黑龙江省绥化市 路俊德 18704554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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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

（亿元）
项目内容 招商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9
鲜食玉米冷链物流产

销一体化
3

项目占地面积 4万平方米，新建冷库 1.5万平方米。建冷链

物流加工车间 1万平方米，购置设备系统及附属设施 3套。

黑龙江省绥化市

海伦市
姜大鹏 18945518886

20 秸秆板材加工 3
新建生产车间 16200m²、原料库 10800m²、成品库 5400m²、
研发楼 1800m2,新上秸秆板材生产线 3条。达到年产环保秸

秆板材 24万立方米的建设规模。

黑龙江省鸡西市

虎林市
蔺国正 13274583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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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产业投资机会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

（亿元）
项目内容 招商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优质粮食工程 14

可提供 2～3万份营养餐，辐射哈长一小时高铁城市群；

建设“放心粮油”工程，包括年产 24万吨酱油粕、12万吨

食用油、0.6万吨即食豆干、腐竹、豆皮、0.2万吨纳豆罐

头、豆瓣酱、0.3万吨活性蛋白粉、肽粉、蛋白肉。

黑龙江省农投集团 张利晨 18043053777

2
大豆精深加工产业

园
12

建设年加工 60万吨非转基因大豆产品产业园，及大豆良

种研发、优良品种示范、仓储物流配套设施。生产高端压

榨豆油、植物蛋白功能产品、宠物粮、医药用维生素 E保

健品等产品。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

讷河市
曹亚军 13079611282

3 豆奶加工项目 6
项目依托集贤优质大豆资源优势，生产品牌原味豆奶、纯

豆奶和有机豆奶。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

集贤县
刘峰 13069911113

4
20 万吨大豆综合加

工项目
5

项目建设厂房、办公楼等 5万平方米，以及附属设施及购

置设备。设计年处理大豆 20 万吨，主要产品为一级大豆

油 7000 吨，三级豆油 1.3 万吨，低温豆粕 12 万吨，大豆

磷脂 500 吨，大豆浓缩蛋白 2万吨，大豆糖蜜 1 万吨。

黑龙江省绥化市

绥棱县
郑岳鹏 15765728666

5 大豆分离蛋白 3
主要建设生产厂房、库房、办公楼、食堂、洗衣间、仓库

等其他辅助用房。建设年处理大豆能力 10 万吨，大豆分

离蛋白 8000 吨及其他副产品的精深加工项目。

黑龙江省鸡西市

虎林市
蔺国正 13274583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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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

（亿元）
项目内容 招商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6
进口大豆粗纤维原

料
3

建设生产车间、库房、办公楼等配套设施，引进国内先进

生产线，进口俄罗斯大豆，年生产大豆粕 5万吨。与牲畜

养殖企业、饲料生产企业共同发展下游产业链。

黑龙江省黑河市 李鹏亮 18645645721

7 大豆豆粕生产 3
建设年加工大豆 10万吨，生产加工大豆粗纤维 5万吨项

目。与食品、保健品、饲料生产领域企业开展下游合作。
黑龙江省黑河市 李鹏亮 18645645721

8
大豆原种、良种繁育

加工基地
3

建设优质大豆种子原种繁育基地 1万亩、优质大豆良种基

地 35万亩，年均繁育 6万吨黑龙江各积温区优质大豆种

子；建设 2万㎡种子加工车间（配套 8—10条生产线）、

30万吨仓库和 3万㎡晒场。

黑龙江省农投集团 张利晨 18043053777

9 大豆综合加工 3
新建办公楼及厂房面积 2万平方米，日加工大豆 300吨的

浸出制油生产线一套，存储量可达 6万吨，包括油罐、仓

库、水泥场地等。年处理大豆 8 万吨。

黑龙江省绥化市

望奎县
刘晓东 18645542345

10
5万吨

有机酱油扩建
2.3

在荣盛达公司现有 1万吨酱油生产线的基础上，利用企业

在俄罗斯拥有有机大豆原料种植基地优势，招商合作企业

建设 5万吨有机酱油生产线。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

茄子河区
郑雷 13159968000

11 年 1万吨大豆蛋白 2 主要建设大豆分离蛋白生产线及配套设施等。
黑龙江省大庆市

肇州县
郑姗姗 13694592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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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

（亿元）
项目内容 招商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2
年产 2万吨大豆蛋白

加工
2

主要建设年加工 10万吨大豆，年产 1.5万吨大豆油生产

线，年产 2万吨大豆蛋白生产线，8000吨大豆纤维生产

线，包括：75吨蒸汽锅炉和污水处理系统。

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

区呼玛县
习文胜 1580450279

13
豆粉、豆奶粉生产项

目
1.6

项目计划占地面积 30,000 ㎡，总建筑面积 19,000 ㎡。主

要建设内容包括厂房、车间、办公室及购置设备等。

黑龙江省绥化市

海伦市
姜大鹏 18945518886

14
年产 1万吨豆制品加

工
1.5

新建年产 1万吨豆制品生产装置，年产生豆浆 5000吨、

豆茸素饼 2000吨、腐竹 1500吨、千张 1500吨。

黑龙江省黑河市

五大连池市
李建松 18645623498

15 腐竹加工 1.5
该项目规划总投资 1.5亿元，占地 2万平方米，预计年加

工大豆 10万吨，生产腐竹 5万吨，大豆油 3万吨。

黑龙江省黑河市

爱辉区
刘洋 15145676764

16
有机纳豆发酵与精

深加工
1.5

建设年产有机纳豆 10000吨、年生产纳豆活性物胶囊系列

产品 200万盒的加工厂及配套工程。

黑龙江省黑河市

爱辉区
刘洋 15145676764

17
大豆精深加工及仓

储物流建设
1.3

建设年处理能力 15万吨大豆生产线（含食用大豆蛋白 3-5
万吨）。现配套的办公、仓储、转运、烘干、物流设施，

待加工生产线完工后可立即投入使用。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

抚远市
孙永欣 18846429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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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产业投资机会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

（亿元）
项目内容 招商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60万吨水稻深加工及

二氧化硅项目
5

水稻深加工车间 1座、包装车间及成品库一栋、原

料仓 6座、稻壳仓 3座、300T/D大米生产线 2条（每

条加工水稻 15万吨/年）及配套设施、箱式变电站 2
座、风雨棚 1栋、道路 23000 ㎡。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集贤县 刘 峰 13069911113

2
100万吨稻米加工、仓

储物流综合项目
3.6

年加工水稻 100万吨，25万吨仓储物流。建设年加

工水稻 15万吨生产线，25万吨原料仓储及物流配

送系统。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集贤县 刘 峰 13069911113

3
龙江大米产业领军企

业
3

通过资本运作方式，整合黑龙江省内 2～3家条件比

较好的水稻加工企业，争取 3～5年内实现上市，打

造龙江大米产业“白金名片”“米中茅台”。
黑龙江省农投集团 张利晨 18043053777

4 水稻综合加工项目 2
年加工大米 5 万吨。年产大米 4 万吨、大米蛋白 4000

吨，大米麦芽糖 3.5 万吨。建厂房，购置生产设备

及配套生产线。

黑龙江省绥化市望奎县 刘晓东 18645542345

5 大米肽生产 2
项目计划选址方正县经济开发区，占地 2万平方米，

新建厂房、办公楼及配套设施，进行大米肽的提取

生产。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方正县 陆海滨 13895845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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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

（亿元）
项目内容 招商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6
水稻种植基地及精致

大米加工项目
2

项目主要 50万亩绿色有机生态水稻种植基地、粮食

仓储库、综合办公楼、化验检验楼、精大米生产车

间、年产 30万吨精制大米生产线及相关附属设施。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友谊县 李伟 18945793765

7 方便米饭生产 1.8
项目占地 5万平方米，建设方便米饭生产线四条，

库房及配套设施。年产方便米饭 8000万盒。
黑龙江省绥化市 路俊德 18704554444

8 大米流通及加工 1.5 对接大米企业，开展通河县商品粮流通与加工。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通河县 乔磊 13936476777

9 10万吨水稻秸秆纤维 1.5

该项目是以水稻秸秆为原料，通过粉碎发酵研磨等

工序将秸秆加工成纤维（机械浆）。在全面禁止固

废造纸原料紧缺包装物需求急剧增长的情况下，可

填补造纸原料不足。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桦南县 张本刚 13846112399

10 30万吨粮食仓储 1.45
总占地面积 14公顷,5万吨仓储库 6栋，5000平米

办公楼 1座，硬化面积 60000平米，烘干塔 1座 1
层，场地硬化 60000平方米，2栋化验室。

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 刘杨 13304828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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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

（亿元）
项目内容 招商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1 大米休闲食品加工 1.3

占地面积 500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50100平方米。

主要建设:大米加工车间、成品包装车间、保鲜冷库、

办公综合楼等。项目设计生产能力为年处理大米 5
万吨。主要产品有:大米雪饼 7500万包，大米膨化

饼 3700万包，大米花 2000万包。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同江市 唐安杰 13159981222

12
3万吨大米休闲食品生

产加工
1.3

占地 4.4万平方米，主要建设大米淀粉和大米蛋白粉

加工车间、大米休闲食品生产线 4条、原料及成品

库、冷冻保鲜库、供水、供电等配套辅助设施。年

产雪饼、柿种、糕点、面点等大米休闲食品 3万吨。

黑龙江省绥化市 路俊德 18704554444

13
年产3.2万吨大米膨化

食品
1.3

占地面积 2.4万平方米，主要建设大米淀粉加工车

间、大米蛋白粉加工车间、糖浆生产车间、保鲜冷

库、仓储等。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东风区 张丽佳 15045411123

14 粮食仓储物流 1.25

计划新建平房仓 5栋共 2.6万平方米，变配电间、

消防泵房水池、烘干塔、热风炉房等附属设施，及

跨线罩棚、周转仓等物流设施。项目建成后，可增

加仓容 13.9万吨，增加水稻收储能力 11万吨。

黑龙江省鸡西市虎林市 蔺国正 13274583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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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

（亿元）
项目内容 招商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5
粮食加工及吞吐能力

30万吨集装箱物流站

场项目

1.2

主要建设综合办公室、水稻加工车间、物流罩棚、

龙门吊、铁路专线、年产 20万吨大米生产线及相关

附属设施，解决黑龙江东北地区粮食外送难问题，

打造黑龙江东部地区最大集装箱物流运输中心。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友谊县 李伟 18945793765

16 碎米深加工 1.12

碎米深加工项目占地面积 1万平方米，建设内容主

要包括：原料库房、生产车间、成品库及办公室等

设施。计划年处理碎米 5万吨，生产大米淀粉 5000
吨、大米蛋白粉 3700吨、米淀粉糖浆 3万吨。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富锦市 赵桂波 13734538805

17
3万吨速食米加工生产

线
1.1

建设 2个厂房，建筑面积 9000平米，占地面积 30000
平米，建设 4条生产线，购置上料设备、净化设备、

成型设备、干燥设备，包装设备等 200台套。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

依安县
于东洋 18245261000

18
年产 210万片大米面

膜、12万吨大米洗面

奶生产基地

1
建设 1万平方米综合楼，购置韩国日用化妆品生产

线。建成后，年产 210万片大米面膜、12万吨大米

洗面奶的能力。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东风区 张丽佳 15045411123

19
年加工 60万吨稻米饲

料
1

占地面积 9万平方米，加工车间 6000平方米，库房

1.1万平方米，办公室及化验室 200平方米。引进日

加工 1000吨糙米饲料生产线 4条，购置投料、输送

机、配电等附属设备。项目建成后，年可加工稻米

饲料 60万吨。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富锦市 冯宝喜 13845436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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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牛及乳制品产业投资机会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

（亿元）
项目内容 招商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乳制品加工 5 盘活启动日处理 300吨鲜奶生产线。 黑龙江省大庆市肇源县 杜春波 15776109789

2
5000头标准化规模奶

牛场建设
2.75

新建存栏 5000头奶牛标准化现代奶牛场。内

容：奶牛舍、机械化挤奶厅、青贮窖等相应配

套设施。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尚志市
王宪宝 13199583000

3
现代牧业希勤奶牛养

殖基地
2.5

建设现代化存栏 1万头奶牛养殖基地，年产鲜

牛乳 10万吨。根据企业发展需要还可以规划

建设乳制品加工厂。

黑龙江省省农投集团 张利晨 18043053777

4 乳品饮品精深加工 2
对乳制品进行深加工，生产乳制品白酒、啤酒、

保健酒、功能保健型饮料、粗杂粮饮料和矿物

质饮料等。

黑龙江省绥化市肇东市 王相涛 13895807000

5 巴氏鲜奶加工 1.5 建设鲜牛奶以及酸奶加工生产线。 黑龙江省大庆市肇州县 郑姗姗 13694592364

6
3000头标准化奶牛场

建设
1.2

建设存栏奶牛 3000头现代化奶牛场,建成后年

产原奶 1.8万吨。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 杜勇 13845342266

7 20万吨/年保鲜粉加工 1
项目规划总占地面积 1万平方米，全自动机械

熟化生产线 2条，年可生产 20万吨保鲜粉。
黑龙江省大庆市大同区 丛日宏 13836847177

8
万头奶牛养殖基地加

工
1

建设存栏万头以上的现代化奶牛养殖场，预计

年产鲜奶 4万吨。
黑龙江省绥化市肇东市 王相涛 13895807000

9 2500头奶牛场深加工 0.9
建设存栏奶牛 2500 头现代化奶牛场，配套建

设牛奶深加工生产线。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

东安区
郭风雷 13903637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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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牛产业投资机会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

（亿元）
项目内容 招商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黄肉牛屠宰加工

项目
5

年屠宰加工黄肉牛 5 万头；新建生产车间及办公用房，购

置生产线。
黑龙江省绥化市望奎县 刘晓东 18645542345

2
肉牛养殖全产业

链
3

计划用地 2000-3000亩，建设肉牛养殖全产业链加工生产

基地。
黑龙江省鹤岗市绥滨县 刘福林 15145867636

3
万头优质肉牛养

殖加工
2.5

该项目占地面积 20公顷，主要建设优质肉牛养殖基地一

处，年出栏肥牛 10000头(购买育肥牛幼崽 8000-9000头，

自行育肥销售)，养殖繁育母牛 2000头。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

友谊县
李伟 18945793765

4
万头有机肉牛养

殖
2 年出栏高品质肉牛 1万头。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 杜勇 13845342266

5
10万头肉牛屠宰

及产品深加工
1.2

项目占地面积 10万平方米。年屠宰肉牛 10万头，生产优

质牛肉 25000吨，加工熟食牛肉 20000吨，优质皮革 10
万张，优质牛骨 1万吨。

黑龙江省黑河市北安市 王志扬 13604563663

6
肉牛养殖小区建

设
1.15

干岔子乡建设 2个标准化肉牛养殖小区，新建圈舍、饲料

库、粪污处理设施等。
黑龙江省黑河市逊克县 刘昌江 13704877997

7
标准化肉牛养殖

及加工建设
1

新建标准化肉年养殖场，年饲养量 0.5万头。新建肉牛屠

宰加工设备，年屠宰量 1万头。
黑龙江省黑河市逊克县 刘昌江 13704877997

8 和牛繁育养殖 1
占地 8300平方米，主要第一期建设 3000头繁育养殖圈舍，

引进母牛 1000头。第二期扩大养殖规模，增加圈舍面积 3
万平方米，建成万头繁育养殖规模。

黑龙江省鹤岗市绥滨县 刘春海 18945765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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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

（亿元）
项目内容 招商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9
肉牛养殖及秸秆

固化加工生产
0.86

项目占地 3万平方米。建设种牛圈舍（砖混结构）12000
平方米，化粪池 500平方米，厂房加工车间秸秆产品仓库、

秸秆储藏罩棚式仓库、购置安装设备 65台套，养殖肉牛

1000头。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

桦南县
李冰 13846116677

10
优质肉牛新品种

选育核心育种场

建设

0.6
总存栏规模 2000头，其中育种基础母牛群存栏规模 1000
头，机械化饲养、信息化管理的现代化肉牛（母牛）养殖

场。场区总占地面积 8万平方米。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尚志市
王宪宝 13199583001

11 肉牛养殖加工 0.5
该项目拟引进牛肉加工生产线一条，配套建设屠宰场、生

产车间、成品库及相应的辅助车间等。
黑龙江省鹤岗市东山区 邱义强 13946722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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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猪产业投资机会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

（亿元）
项目内容 招商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国际优食谷项目 33.6

项目占地 20 万平方米，建设 300 万只圣迪乐村

蛋鸡和 300 万只青年鸡养殖、100 万头生猪育肥

场、4个万头种猪扩繁场、年产 40 万吨饲料加

工、年 200 万头生猪屠宰加工场、熟蛋制品加

工、液蛋、蛋粉深加工等项目。

黑龙江省绥化市青冈县 郭庆 15184578881

2
百万头生猪养殖屠宰加

工
20

建设年出栏 100万头种猪场、年出栏商品猪 100
万头的育肥场、饲料厂、年屠宰 100万头屠宰

场、冷链物流仓库各一个。

黑龙江省桦南县 张本刚 13846112399

3 生猪养殖项目 10
预计占地 3000亩，项目内容涵盖生猪养殖、种

猪繁育、屠宰加工、饲料生产等方面。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方正县 陆海滨 13895845155

4 低温肉制品加工 10
整合现有屠宰企业。扩大绿色肉食品加工规模、

延长产业链、提高综合利用和产品附加值。
黑龙江省大庆市肇源县 杜春波 15776109789

5
100万头生猪养殖加工

项目
10

新建存栏 5万头种猪养殖示范场，新建年出栏

100万头优质商品猪养殖基地，以及 50万吨饲

料加工厂、复合有机肥加工车间、养殖技术服

务中心、储运中心以及生产用房等配套设施。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集贤县 刘 峰 1306991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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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

（亿元）
项目内容 招商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6 建设 30万头生猪养殖 6.24

年出栏 30万头生猪。需要用地共计 1600亩，

其中三个育肥场占地 1050亩、种猪场占地 500
亩、饲料厂占地 50亩。宝泉岭分公司现有年屠

宰 200万头生猪的双汇北大荒食品有限公司，

每年实际屠宰加工生猪近 50万头

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 张志鑫 18104688952

7
50万头生猪养殖及屠

宰深加工
5

主要建设猪舍，办公室及购置设备等，年出栏

生猪 50万头。
黑龙江省黑河市嫩江市 周茂波 18724317890

8 种猪养殖基地 5 万头优质种猪。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 张耀武 13604521555

9
生猪养殖及屠宰加工基

地建设
4.97

总用地面积 619200平方米。生猪屠宰加工基地

占地面积 51200平方米，主要包括生猪屠宰车

间、内脏处理间、分割加工间、工具间、材料

库、肉半暂存等。年屠宰生猪 50万头。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同江市 唐安杰 13159981222

10
200万头/年生猪屠宰加

工
3.5

引进国内外先进屠宰分割及加工生产线，年屠

宰生猪 200万头。主要产品：分割肉 5万吨/年、

白条肉 9万吨/年；副产品：猪骨 6500吨/年、

板油 7900吨/年、血浆蛋白粉 400吨/年、血球

蛋白粉 2600吨/年、肠衣 400万根/年以及猪皮、

猪下货等。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江县 刘晓东 18946220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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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

（亿元）
项目内容 招商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1
惊哲生态猪育肥基地建

设
2.4

项目满产后年出栏生态育肥猪 10万头。实现“猪
菜同养”的生态种养良性循环。项目占地 11.9 公

顷，育肥舍 72栋、隔离舍 1个、饲料厂 1个、

消毒更衣室、办公室。

龙江森工集团 张连海 13766938295

12 猪油产品生产加工项目 2

该项目占地面积 4 万平方米。主要建设生产车

间、原料库房、成品库房、职工宿舍、食堂和

其他配套基础设施。项目建成后，每年可产 3

万吨以上优质猪油产品。

黑龙江省绥化市兰西县 车德威 18245599222

13 生猪屠宰及深加工 2

项目规划总占地面积 200亩，主要建设屠宰车

间、分割冷鲜肉车间、高温肉制品生产车间、

副产品加工车间、冷库、冻结车间等。项目建

成达产后，预计年可屠宰生猪 80万头，年可生

产鲜猪肉分割品 1.2万吨，火腿、酱肉制品等高

低温猪肉制品 2.8万吨。

黑龙江省伊春市汤原县 张学武 15145472567

14 生猪副产品深加工 2

年产猪骨胶、骨素和骨髓抽提物 250吨；年加

工干湿猪肠衣 1万桶（150万把）；生产胆红素、

胃蛋白酶、脑水解物、血红蛋白等生化药品中

间体和原料药 89吨。

黑龙江省绥化市望奎县 刘晓东 1864554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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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

（亿元）
项目内容 招商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5 20万头生猪屠宰加工 1.9

项目占地面积 5万平方米，建设 1.2万平方米的

生猪屠宰生产车间及配套的600吨污水处理站，

建设业务综合楼 2000平方米，变配电等辅助生

产车间，建设 1500吨冷库一座。建设生猪屠宰

分割生产线 2条，购置肉制品加工设备 100多

台（套）等。形成年屠宰加工生猪 20万头。

黑龙江省黑河市北安市 王志扬 13604563663

16
生猪标准

化养殖基地建设
1.5

项目总百地面积 25公顷，总建筑面积 73000平

方米，建设妊娠舍、分娩室、保育舍、后备种

猪舍、隔离舍等猪舍 76栋，配套建设管理用房、

库房、粪污处理中心等，规划年出栏商品育肥

猪 15万头。该项目于 2017年开工建设，现已

完成 68栋猪舍主体工程，后因企业资金链断裂，

现已停工。为推进已落地项目尽快建成投产，

拟新引进社会资本完成剩余工程建设。

黑龙江省伊春市嘉荫县 张爽 13895933111

17
惊哲生态种猪繁育基地

建设
1.4

年出栏优质仔猪 20万头。实现“猪菜同养”的生

态种养良性循环。项目占地 13.8公顷，种猪繁

育区含 1座繁育区办公室、1座消毒更衣室，4
栋保育舍、2栋产子舍、24栋妊娠舍、3栋空怀

舍、3栋公猪舍、3栋后备舍、1栋新进种猪隔

离舍，1栋病、弱淘汰隔离舍。

龙江森工集团 张连海 13766938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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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

（亿元）
项目内容 招商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8
乡村振兴示范暨中药饲

料绿色生态养殖示范园

区

1.2

总占地 7.2万平方米，主要建设生猪养殖区、母

猪繁育及仔猪繁殖区、粪便及污水无害化处理

区、有机肥生产车间、屠宰加工及冷藏区、物

流及电子商务交易平台区等。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尚志市 王宪宝 13199583002

19
无公害畜禽屠宰及肉制

品综合加工
1

占地面积 10万平方米，主要建设绿色无公害饲

料加工、畜禽屠宰、各类肉制品深加工等模块

及相关附属设施。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东风区 张丽佳 15045411123

20 1万头生猪养殖建设 1
项目占地面积 3万平方米、新建猪舍 1万平方

米，预计年出栏生猪 10000头，年生产生态饲

料 1万吨。

黑龙江省黑河市逊克县 刘昌江 13704877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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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类产业投资机会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

（亿元）
项目内容 招商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3万吨鸡肉调理品和熟

食品加工项目
3.5

建设年加工 2万吨肉鸡调理品生产线 1条，1万吨

肉鸡熟食系列产品生产线 1条，肉鸡成品包装生

产线 1条及配套冷链物流设施。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

勃利县
宓定坤 13846492297

2 白鹅产业园项目 3
项目占地 8万平方米，年加工屠宰白鹅 500 万只，

饲料加工 6万吨，羽绒制品加工 300 吨。
黑龙江省绥化市青冈县 郭庆 15184578881

3
100万只/年大鹅养殖

和加工
1.5

建设种鹅场 20个，每个种鹅场饲养优良种鹅 2000
只，建孵化车间 3000平方米，购置孵化器 20台，

建饲料加工厂 2处，建设大鹅屠宰加工车间 3万

平方米，安装屠杀生产线 2条，熟食生产线 4条，

可实现年屠宰加工 100万只大鹅的生产能力。

黑龙江省大庆市大同区 丛日宏 13836847177

4 肉鸡养殖屠宰加工 1.3
项目主要产品为肉鸡养殖、肉食品。以肉鸡养殖、

肉食品加工产业为先导，推动绿色农业结构调整。
黑龙江省伊春市友好区 顾正刚 13845845008

5 畜禽养殖屠宰加工项目 1.2
年养殖、屠宰畜禽 10 万；建设畜禽舍、饲料加工

厂、贮存及相关设施设备、技术服务及防疫体系、

屠宰加工厂、冷冻厂等。

黑龙江省绥化市庆安县 吴相君 18746531000

6 种鸡繁殖基地 1

占地面积 8.33万平方米。主要建设轻钢结构鸡舍

16栋，总面积为 2.2万平方米；生活用房 2座，

配套电力变压器 400KVA2台，机井 2眼，生物质

锅炉 2台，硬化面积 9240平方米。项目建成后，

可养殖种鸡 10万套，年产种蛋 1500万枚。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富锦

市
王景兴 13354545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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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

（亿元）
项目内容 招商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7 禽类屠宰及深加工 1

项目一期建设屠宰车间、冷库、羽绒加工车间、

污水处理车间、消防泵房、办公等附属设施；二

期建设饲料加工厂、鹅血冻干粉厂、鹅肉食品厂、

包装制品。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

同江市
唐安杰 13159981222

8 肉鸡养殖加工一体化 0.8
收购闲置牡丹江市正大 1500万只肉鸡屠宰加工

厂，建设集孵化、养殖、屠宰、加工、销售肉鸡

产业链条。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

宁安市
李进军 15045337133

9
200万只大鹅屠宰分割

及鹅制品深加工
0.6

项目占地面积 1.3万平方米，主要建设大鹅屠宰车

间、熟食加工车间、冷冻车间及综合办公楼等相

关附属设施，购置屠宰生产线、熟食加工生产线、

速冻系统等。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

友谊县
李伟 18945793765

10 蛋鸡养殖场 0.51

总建筑面积为 2.5万平方米，饲养蛋鸡 20万只，

年产鸡蛋 3600吨。新建育雏舍 1栋育成舍 2栋，

产蛋舍 20栋，淘汰鸡舍 1栋，总建舍面积 2.3万

平方米；兽医室、饲料加工、贮存等辅助设施。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

桦南县
高大伟 15945447877

11 稻鹅制品与禽类养殖 0.5

占地 20000平。建设禽类养殖基地及深加工车间，

年加工鹅系列产品 300吨加工生产线，包括屠宰

场一个，20吨冷库一座，真空生产线一条，风干、

烘烤设备各一套。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

桦川县
南海涛 13512632456

12
1万吨动物血浆血球蛋

白粉加工
0.5

主要从事血球蛋白粉和血浆蛋白粉生产加工项

目，利用酶工程、纳滤膜等生物技术，致力于动

物血制品深加工，对鸭、鸡、猪血浆（球）蛋白

深加工，年加工血浆蛋白粉 4000吨，血球蛋白粉

6000吨。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

克山县
霍伟 13644526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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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产业投资机会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

（亿元）
项目内容 招商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鱼种资源繁育 1.3
田间设施：种子育种田 2.8 万亩；种子田围栏；机

电井；水利设施；田间道路建设。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

富锦市
王超 13504691722

2
年产 2000吨淡水鱼休闲

系列产品
0.5

占地面积 2万平方米，建设综合办公楼(含水族馆、

产品展示厅)、生产车间、宰杀车间、鲜鱼暂养池、

冷库、仓库、机修房、配电房及相应配套工程。购

置休闲风味鱼干生产线 2条、鱼罐头生产线 1条。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

同江市
唐安杰 13159981222

3 淡水鱼养殖 0.5
项目拟在黑龙江水域内选择一处水域进行围堰养

鱼，并建设配套养鱼设施，主要养殖以“三花五罗”
为主的淡水鱼。

黑龙江省鹤岗市

绥滨县
刘福林 15145867636

4 矿泉鱼精深加工 0.5
建设厂房 3000平方米，建矿泉鱼生产线、库房、

化验室等附属设备，生产特色干鱼、保鲜腌制鱼、

熟食加工等。

黑龙江省黑河市

五大连池市
张伟 13214566226

5 淡水鱼精深加工 0.5

占地面积 6万平方米，建设 2万吨大型冷库、加

工车间、原料库、成品库、办公楼、职工宿舍及配

套设施，购置成套水产品加工生产线 2条及速冻设

备 3套。

黑龙江省绥化市

北林区
孙乃龙 15145517717

6 冷水鱼繁育养殖基地项目 0.5

完善呼玛县冷水鱼放流站建设，建设实验室、循环

水改造、鱼苗孵化设备、厂房等基础设施建设；建

设基地内地面硬化、围挡、绿化附属设施等；购置

各类珍稀名贵的冷水鱼亲鱼及卵苗等。

黑龙江省大兴安岭

地区呼玛县
王鹏展 18645719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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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菌产业投资机会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

（亿元）
项目内容 招商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食用菌加工 2
占地 2万平方米，建设企业所需的标准化车间，引进公司

成熟的生产工艺和技术，生产各类袋装、桶装、盒装的中

高端食用菌食品。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方正县
陆海滨 13895845155

2
光伏+食用菌

产业
1

占地 100公顷，可建设 1000个木耳吊袋大棚，年产干木

耳 600万斤，实现收入 2.1亿元。

黑龙江省鹤岗市

兴山区
李想 13634689092

3
年产 3000吨食用菌

精深加工
1

规划用地 150亩，新建加工车间 5000平方米，年加工鲜

菌 3000吨。

黑龙江省黑河市

五大连池市
李建松 18645623498

4
野生菇、木耳保鲜即

食食品
1

占地面积 5万平方米，主要开发野生菇鲜品、保鲜野生菇

产品及高端野生菇产品研发和木耳精深加工，提取木耳多

糖和木耳素。

黑龙江省大兴安岭

地区漠河市
张明亮 15714678669

5
赤松茸规模种植及

加工
1

拟招引赤松茸规模种植及加工项目，规划加工项目用地面

积 5万平方米、种植基地面积 5000亩，建设赤松茸恒温

储存库，年加工 5000吨赤松茸生产线，生产植物酵素、

菇片、罐头、保鲜即时风味食品等产品。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

市讷河市
曹亚军 13079611282

6
山野菜、食用菌深加

工
0.8

建设食用菌种植基地 10万亩。建设年加工 5000吨的山野

菜及食用菌生产线，建设厂房及各种配套设施，购买保鲜

加工设备。鸡东县年产鲜品在 2350吨左右。

黑龙江省鸡西市

鸡东县
田军 13904675001



- 24 -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

（亿元）
项目内容 招商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7
食用菌种植及综合

深加工
0.8

占地面积 20000平方米，建设规模化生产车间一座，半成

品仓储厂房一座，上马现代化生产线及设备。年可加工黑

木耳系列产品 3000吨。黑木耳营养米粉、黑木耳糊、配

方营养粥 1500吨。

黑龙江省绥化市

绥滨县
郑岳鹏 15765728666

8 黑木耳精深加工 0.75

利用现有厂房或废旧厂房改造，建设黑木耳深加工生产线,
黑木耳食品、饮品生产车间 2000平方米，原材料及成品

仓库 1000平方米，科研楼、办公楼、检测设备及办公设

备设施等。

黑龙江省伊春市

伊美区
武墨 18645881166

9
年 6000万袋菌包生

产
0.6 建设食用菌种植大棚，加工车间及配套设施。

黑龙江省大庆市

肇州县
郑姗姗 13694592364

10
黑木耳种植及深加

工
0.6

采用工厂化生产、标准化育菌、温室化栽培，品牌化销售

的模式，进行木耳粉精深加工，形成食用菌全产业链条。

预计年产压缩木耳及木耳粉 600吨。

黑龙江省鹤岗市

兴安区
乔坤 13329589991

11 食用菌深加工 0.5
有意向在我市打造食用菌菌种、菌包样板厂，形成全程集

约化、工厂化、标准化的产业集群。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尚志市
刘莹 15146103399

12
年产 3000吨山野

菜、食用菌及特色农

产品深加工

0.5

占地 10000平，购置安装年产 3000吨即食型山野菜、食

用菌及特色农产品加工生产线 1条。购买机械设备，包括

封口机、杀菌机、治污设备等 90余台套。年产 3000吨山

野菜、食用菌及特色农产品。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

桦川县
南海涛 13512632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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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材产业投资机会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

（亿元）
项目内容 招商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生物医药产业园项

目
5

力争引进汇集医药、保健、农药、食品与饲料、有机酸等

行业的综合产业园。

黑龙江省绥化市

肇东市
王相涛 13895807000

2
中药材种植及进口

加工
1.83

建设中草药规范化种植基地 4万亩。占地面积3万平方米，

建设中药饮片加工厂 1座。主要建设切片车间、包装车间、

烘干车间、综合办公楼、成品库等配套设施。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

同江市
唐安杰 13159981222

3 北药产业园 1.8
拟建 8万亩北药种植基地，改建场部办公区为办公休憩

区，建设原料药及饮片加工厂，储运区，成品库、实验室

等基础设施。

黑龙江省伊春市

汤旺县
李胜坤 13796519091

4 中药加工 1.8
本项目种植中药材 2.2万亩基地建设。项目分二期进行，

一期做中药饮片、二期做提纯。

黑龙江省黑河市

北安市
王志扬 13604563663

5 北药种植及开发 1.5
种植黄芪、甘草、玉竹、穿地龙、桔梗、柴胡、山芍药、

车前子、防风为主药材 2万亩，新建中草药材种子（苗）

繁育基地 200亩。

黑龙江省黑河市

五大连池市
李建松 18645623498

6
2000吨/年板蓝根提

取物生产
1.5

建设预处理车间、提取车间、动力车间、原辅料仓库、办

公室、综合楼、辅助用房、水泵房、污水机房、门房及总

图工程，占地 3.3万平方米。年可加工板蓝根 8000吨，

生产提取物 2000吨。

黑龙江省大庆市

大同区
谷继良 13091681816

7
灵芝孢子粉等保健

品
1.5 建设灵芝种植基地以及生产加工车间。

黑龙江省大庆市

肇州县
郑珊珊 13694592364

8 北药冷链物流园 1.3
项目占地 5万平方米，建设仓储区、初加工包装区、晾晒

区、服务区等。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

市龙沙区
王旭 13339363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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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

（亿元）
项目内容 招商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9 北药综合开发 1.3
项目占地 300亩，建设中药饮片加工厂，年加工中药饮片

5000吨。

黑龙江省黑河市

爱辉区
刘洋 15145676764

10
灵芝世保健食

品综合生产加工
1.23

项目占地 1.8万平方米，年产灵芝浓缩液 30万吨，祥芝

灵 20万盒，酒芝灵 50万盒。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依兰县
刘金成 13634511555

11 北药萃取加工 1.2
项目采用萃取工艺对白鲜皮、苍术、玉竹、赤芍等药材进行

加工。占地 3.6万平方米。建设原料库、粉碎车间、萃取车

间、提纯车间、冷库等。

黑龙江省鸡西市

梨树区
王升伟 13504867105

12 中药饮片加工 1
占地 8万平米。主要生产以蒲公英，五味子，板蓝根，人

参等中药饮片系列。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通河县
杨峰 13351213019

13 紫苏全产业链 1 建设紫苏种植、加工、销售全产业链开发项目。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

桦南县
秦志民 15246652763

14
3000吨中药饮片精

加工
1 年产 3000吨饮片精加工项目。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

市甘南县
隋汝龙 13354520211

15
中药材种植及初加

工
1 建设中草药种植基地及中药材加工项目。

黑龙江省鹤岗市

萝北县
马云峰 13664685553

16 中药材种植、加工 1

建筑面积 5万平方米，购置生物提取生产线 1条，保健品

饮料生产线 1条，包装生产线 2条，各种配套设备 60台

（套）。主要建设生产车间、库房、自动温室、化验室、

实验室、育种中心、办公楼等。

黑龙江省鸡西市

密山市
邢晓春 15946748111

17
万亩中药材种子种

苗繁育基地建设
1

打造万亩中药材种子种苗繁育基地，土地 1万亩，主要用

于道地、优质中药材种子种苗繁育，新品种、新技术展示，

观光旅游等。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

勃利县
王凤山 15645599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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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产业投资机会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

（亿元）
项目内容 招商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马铃薯精深加工 6.5
建设年加工 50万吨马铃薯大型现代企业，年产马铃

薯变性淀粉 3万吨、膳食纤维及薯条薯片等 1万吨，

发展马铃薯主粮化。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

讷河市
曹亚军 13079611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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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大麻产业投资机会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

（亿元）
项目内容 招商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工业大麻项目 5.1
建设集工业大麻育种、种植、提取、深加工、产品研发和

贸易为一体的全产业链体系，同时配套建设工业大麻麻籽

油、蛋白制品加工，加热不燃烧新型烟草替代产品生产线。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

新兴区
赵 萌 18646419107

2 汉麻纺纱 0.6
建设厂房、办公附属设施，引进纺纱生产线，加工汉麻制

成的服装衣饰。

黑龙江省黑河市孙

吴县
毕树理 13394567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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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蔬产业投资机会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

（亿元）
项目内容 招商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果蔬棚区麝香猪种

养基地
4

项目总占地面积 100公顷，建设前棚后舍 500栋

占地面积 48万平米，辅助设施：沼气处理设施、

饲料加工车间、有机肥生产车间、环保设施、附

属设施。

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 缪德权 17701460686

2
乡村振兴农业产业

园基础设施建设
3.49

占地面积 70公顷，建设草莓育苗 89栋科技型日

光温室大棚和 30栋冷棚，种苗交易展示中心、技

术管理培训服务中心、种苗研发中心以及草莓示

范种植基地附属配套设施等。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勃利县

勃利镇元明村委会
周文艺 13351245888

3
南瓜籽油及南瓜籽

蛋白加工
2.5

主要进行南瓜籽油和南瓜籽蛋白的高效提取、精

深加工。
黑龙江省绥化市明水县 李艳军 13804860073

4
智慧农业产业园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
2.25

建设反季蔬菜棚室 735栋，其中暖棚 625栋，冷

棚 110栋。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桃山区 赵萌 18646419107

5
野生蓝莓、红豆一体

化加工
2

项目占地面积 5.5万平方米，主要建设花青素提

取车间、蓝莓鲜果包装车间、蓝莓罐头加工车间、

蓝莓浓缩果汁加工车间，新建集旅游、观光、采

摘一体的接待中心及相关配套设施。

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

漠河市
张明亮 15714678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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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

（亿元）
项目内容 招商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6
南瓜产业化种植及

深加工建设
1.8

占地面积 5万平方米。项目建成后，可实现年加

工南瓜 20万吨，年产南瓜粉 1万吨、南瓜籽 1.2
万吨、南瓜干 2.4万吨、速冻南瓜块 3.6万吨。

黑龙江省黑河市逊克县 刘昌江 13704877997

7
寒地小浆果种植加

工项目
1.65

新建蓝靛果加工厂年生产蓝靛果酒 2000吨，花色

苷 200吨，蓝靛果饮料 1000吨，蓝靛果浓缩口

服液 500吨；建设 1万亩蓝靛果基地和库容为

15000立方米的冷冻冷藏库一座。建设葡萄种植

大棚、窖藏库房、设备采购和扩建酿造车间。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勃利县 王立龙 15604643555

8 脱水、冷冻蔬菜加工 1.5

占地 5万平方米，新建保温库，库容 4000吨。蔬

菜加工车间工程，净菜日加工能力 400吨。脱水

蔬菜生产线工程,日加工能力 200吨。速冻蔬菜生

产线工程，速冻蔬菜日加工能力 200吨。

黑龙江省黑河市北安市 王志扬 13604563663

9
年产 5万吨脱水、速

冻、保鲜果蔬
1.5

建设脱水车间、速冻车间、保鲜车间等生产配套

设施，购置脱水、速冻、保鲜果蔬加工流水线，

配套制冷、保温工艺装置、环保装置、检测化验

等生产设备及配套设备。

黑龙江省大庆市肇州县 郑姗姗 13694592364

10
年产 2万吨泡菜加

工及 1万吨辣椒酱
1.5

建设白菜种植基地 5000亩、辣椒种植基地 3000
亩、萝卜种植基地 2000亩，生产加工车间、原料

库、辅料库、包装车间、冷库等。

黑龙江省大庆市肇州县 郑姗姗 13694592364

11 甜糯玉米综合加工 1.5

建设甜玉米标准化生产车间、保鲜库、冷藏库及

检测辅助车间，引进甜玉米加工生产线，年加工

甜玉米 1.5万吨，生产甜玉米系列产品 1万吨，

新建标准化生产基地 6千亩。

黑龙江省绥化市绥棱县 郑岳鹏 15765728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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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

（亿元）
项目内容 招商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2 山野菜加工 1.3

占地面积 4万平方米。建设山野菜清洗、分拣、

加工等车间，引进速冻、腌制、包装、灌装等生

产设备 20套。主要建设生产车间、原料库、办公

楼、仓库等其它辅助用房。

黑龙江省鸡西市虎林市 蔺国正 13274583123

13 辣椒天然色素加工 1.3
占地面积 2万平方米，建设厂房、保鲜库、成品

库、生产线等，年加工鲜辣椒 3万吨。
黑龙江省绥化市 路俊德 18704554444

14
1万吨/年多营养蔬

菜果酥脆片
1.2

拟建在大同工业区，利用成熟的蔬菜果酥脆片加

工工艺，年可产 1万吨多味蔬菜果酥脆片。
黑龙江省大庆市大同区 孟祥林 18345989666

15
5000吨蓝靛果深加

工
1.1

新建年加工蓝靛果 5180.7吨，年生产蓝靛果酒

2000吨，花色苷 200吨，蓝靛果饮料 1000吨，

蓝靛果浓缩口服液 500吨，同时，建设蓝靛果基

地和库容为 15000立方米的冷冻冷藏库一座。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勃利县 王立龙 15604643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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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粮杂豆产业投资机会清单库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

（亿元）
项目内容 招商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年产 10万吨粗杂粮

系列免煮面
2.5

占地 10万平方米，主要建设生产车间、办公楼、配

套仓储库房，购置先进的加工生产线。年产 10万吨

粗粮杂粮系列免煮面。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东风区 张丽佳 15045411123

2 粮食精深加工 1.05
建设原料仓储库 1栋、大米生产设备 1套、玉米生产

设备 2套、红小豆生产设备 2套及配套设施等。
黑龙江省大庆市林甸县 李海艳 18845963444

3
年产 5000吨白酒加

工
0.67

集白酒生产、白酒灌装、白酒窖藏、品鉴与旅游为一

体的生态酿酒基地、清香型原酒供应基地。项目建成

投产后，可实现年销售收入 1亿元。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依安县 于东洋 18245261000

4
年产 1 万吨五谷杂

粮营养粉项目
0.5

项目计划占地面积 3万㎡，总建筑面积 1.9 万㎡。主

要建设内容包括厂房、车间、办公室及购置设备等。
黑龙江省绥化市海伦市 姜大鹏 18945518886

5
进口燕麦、荞麦等粗

粮加工
0.5

利用俄罗斯进口绿色有机粗粮原料，建设以粗粮深加

工为主要功能的农产品深加工基地。项目建成后，将

实现年加工生产各类粗粮 1万吨。

黑龙江省黑河市 李鹏亮 18645645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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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农业产业投资机会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

（亿元）
项目内容 招商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松江田园综合体 1.2
占地 40万平方米。建设节能温室、智能温室等。项

目分为农业体验区、农田观光区、休闲钓鱼区、娱乐

区、综合服务区等 5个区域。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东风区 张丽佳 15045411123

2
黑蜂田园生态综合

体
1.2

建设 100家示范蜂场 2万群；年产黑蜂雪蜜 1000吨；

神顶峰蜂场蜂窖冷库；蜂产品精深加工厂房建设；森

林蜂博物馆康养民宿蜂疗旅游项目。

黑龙江省鸡西市虎林市 蔺国正 13274583123

3
生态旅游休闲观光

园建设
0.96

新建生态观光酒店 1.3万平方米，其中室内水上乐园

及游泳馆 3000平方米、宾馆及生态园 10402.81平

方米；新建民宿 3533.87平方米；地面硬化 6000平

方米，草坪绿化 3000平方米及相关附属设施。年可

接待游客 10万人次。

黑龙江省鸡西市虎林市 蔺国正 13274583123

4
团山子水库下游

沿岸经济带
0.6

主要推动特色游、文化游融合和养老服务有机结合，

预计 2021年建设完成农家乐及水上漂流项目，到

2025年项目全部投入使用。

黑龙江省鸡西市滴道区 高海燕 15146159955

5
街津口现代农业产

业园
0.5

建设乌热肯葡萄园 200亩、大榛子园 160亩、玫瑰

园 1000亩等农业产业园。引进大型企业，开发集种

植、加工、休闲、娱乐功能为一体的农业生态产业园。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同江市 唐安杰 13159981222

6
跃进水库农业休闲

项目
0.5 利用跃进水库建设垂钓、餐饮、娱乐综合服务项目。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 任伟秋 15945944569

7
森悦乐美园高科技

农业观光园
0.5

占地 66000平方米建设农畜牧业景观综合体，发展

观光农业。种植花生、玉米、水稻，养殖羊、猪、鸡、

牛，生产有机肥及饲料。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五常市 王彬石 1672074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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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农业产业投资机会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

（亿元）
项目内容 招商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三农智慧农业产业

园
30

发展建设品牌授权、基地合作、农资推广、乡村文旅、

乡村金融、乡村连锁酒店、垂直农场、乡村家居、三

农论坛、物联网产业园、三农智库。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 韩淑湘 13304520976

2
现代智慧农业数字

产业园项目
2

占地面积 500-2000亩，建设数字农业连栋温室、订

单农业日光温室、农产品分拣中心、冷链仓储和农业

大数据中心等。

黑龙江省鹤岗市兴安区 乔 坤 13329589991

3 智慧农业项目 0.5
规划建设总部研发楼、智慧农业协同研究院、实验楼、

智能化温室 20个、相关配套的公用设施工程。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岭东区 刘志刚 15645779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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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产业投资机会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

（亿元）
项目内容 招商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利用水库水产养殖

和光伏电开发建设

打造“渔光小镇”项目

63 水产养殖和光伏电开发，打造渔光小镇。
黑龙江省鸡西市

虎林市
蔺国正 13274583123

2
农业机械设备生产

加工
35 占地 10万平方米，生产农业机械设备。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

郊区
周福亮 13504544222

3
肽类系列产品大健

康产业园
13.5

占地 20-30万平方米，大体分为三个区：一是县城内区域，

主要建设肽类固体饮料、生物制药、电商平台、研发实验和

办公及生活服务等项目。二是经济开发区，主要建设农产品

加工项目。三是华天公司北侧，主要建设植物小分子肽和海

产品小分子肽类项目。

黑龙江省大庆市

肇州县
郑珊珊 13694592364

4 物流产业园 10

计划建设总面积 30万平方米，建设农产品科创基地及研发

推广中心，配套木材制品交易中心、生产资料配送、交易中

心。新建 15座砖混结构物流周转仓，新建地坪 12万平房米，

新建仓容 16座砖混结构物流周转仓，新建地坪 8万平方米

及相关配套设施。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

富锦市
赵桂波 13734538805

5
生物制药生产加工

项目
8

占地 15 万平方米，年加工动植物医药原料 10 万吨，生产疫

苗、美毒素、抗血清等产品。主要建设合成动力车间、研发

实验室、成品库房、原料药库房、职工食堂及宿舍，办公楼、

污水处理厂，以及其它配套设施。

黑龙江省绥化市

兰西县
车德威 18245599222

6
郊区智慧农业高标

准示范基地
6.66

建设智慧农业，数字乡村建设等，深度应用互联网、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撑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提供数字转

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

郊区
周福亮 13504544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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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

（亿元）
项目内容 招商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7 生物质发电 6.4 建设 60兆瓦生物质发电项目。
黑龙江省大庆市

肇州县
邢海涛 13555575589

8
北大荒农产品配送

中心项目
5.76

占地 18.9万平方米，主要建设原料库、成品库、质检中心、

加工车间（中央厨房）、饮料车间及综合办公楼等。

北大荒农垦集团

有限公司
陶毅 18604601115

9 大型冷链物流项目 5
计划占地 2 平方公里，重点建设连接园区的专用铁路线、冷

链仓储设施、海关进出口货物查验场、电子交易中心等。

黑龙江省绥化市

肇东市
王相涛 13895807000

10 生物制药 5
项目计划建设研发中心、制药中心、仓储中心，办公楼及员

工宿舍。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

富锦市
赵桂波 13734538805

11 复合肥 5
占地 15万平方米。购置全自动生产线 2条及其配套设备。

建设粉碎车间、生产车间、实验室、仓库、办公楼等建筑。

黑龙江省鸡西市

密山市
刘娜 13351670999

12
百鲜邻里中心便民

市场建设
5

按照商品种类设置分区：蔬菜类、水果类、鲜肉类、水产类、

主食类、粮油类等，并设置农民自产自销区。

黑龙江省鹤岗市

向阳区
史菁元 18645151283

13 湖羊养殖 5

建设 1万只核心种羊繁育场 1处、1万只全舍饲快速育肥示

范场 3处、年产 24万吨饲料加工厂 1个，100万只肉羊屠

宰加工厂 1个，基础母羊存栏 20万只，肉羊年出栏 60万只，

年消耗秸秆 10万吨以上。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

市拜泉县
姜坤 15663235258

14 花叶提取物应用 5 建设药物提炼车间、生产加工车间及附属配套设施。
黑龙江省大庆市

肇州县
郑珊珊 13694592364

15 现代农业产业园 4.5
建设中药材示范园区、完成核心区土地平整，建设日光温室

200栋、大棚 350栋、工厂化育苗温室 1栋、预冷保鲜库 1
座、加工车间及仓储 5000平方米、储藏窖 1座。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

郊区
周福亮 13504544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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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俄粮储备加工 4

一期年进口加工俄罗斯小麦 6万吨，年产挂面 1.2万吨；年

进口加工俄罗斯玉米 20万吨，与麸皮、豆粕等混合，年产

玉米混合饲料 25万吨。二期年进口加工俄麦 14万吨，年产

面粉 10.5万吨，年产谷朊粉 1.1万吨，小麦淀粉 5.5万吨，

白酒 3.6万吨。

北大荒农垦集团

有限公司
王笃金 18903609797

17
1×30MW农林生物

质热电联产建设
3.24

占地面积 12.37万平方米，主要建设厂房、安装发电机组、

安装锅炉以及电气设备安装及布置；建设规模为 1×130吨/
小时高温高循环液化床生物质锅炉，配套 1台 30MW抽凝

式汽轮发电机组以及环保处理等辅助设施。可年消耗生物质

22.5万吨，年供电 1.95亿千瓦时，供热 50万平方米。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

富锦市
刘招着 18605059690

18
生物质热电联产项

目
3.19

年消化秸秆 30万吨的生物质热电项目，该项目的落地重点

是加大供热面积，把宝山区主城区纳入到供热范围。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

四方台区
史凤先 13199339333

19
新农经济创业产业

园区
3.02

佳滨公路沿线村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建设、达勒花海项目建

设、松花江上旅游项目建设、民宿建设、万庆现代农业园区

建设、智慧农业示范村建设、“新农经济”示范村建设、数字

乡村建设示范村建设。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

郊区
周福亮 13504544222

20
中褚云仓·电商孵化

产业园
3

建设智能机器人仓储中心、冷链仓储中心、物流配送中心、

智能加工包装中心、电商运营调度中心、电商孵化基地、电

商直播间等设施。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平房区
张远超 15124663101

21 生物质综合发电 3
项目占地面积 3万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气化炉、燃气净

化系统和内燃发电机等。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

富锦市
赵桂波 13734538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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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生物质秸秆固化成

型燃料及秸秆生物

菌肥

3

一期工程新建办公楼 2017平方米、密集燃料车间 2座，新

上秸秆压块生产线 2条。二期工程新建制肥车间 2座、制肥

成品库、烘干车间及检斤房等配套设施，新上秸秆压块生产

线 2条、生物质菌肥生产线 1条。三期工程新建原料库 2座。

达到年加工生物质秸秆 20万吨，年产生物质秸秆固化成型

燃料 10万吨、年产秸秆生物菌肥 9.6万吨的建设规模。

黑龙江省鸡西市

虎林市
蔺国正 13274583123

23 生物质原油生产 3
占地8万平，建厂共 5台设备，每台设备年处理秸秆 3万吨，

厂房面积 5000平，主厂房高 16米，含生活区、办公区、成品

储存区及生产区。产能 3万吨原油、9000吨黑炭黑。

黑龙江省鹤岗市

绥滨县
康健 13304686018

24 特色湖羊养殖项目 3
项目拟在多个林业局公司改造闲置标准养殖场，在林场分公司厂

部新建标准化湖羊繁育基地，新建或改造繁育羊舍，育肥羊舍，

有机肥厂等。

黑龙江省伊春市

友好区
薛岩 15754588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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