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耿天龙 牛艳秋 记者李民峰）环
境就是生产力、竞争力。近年来，北安市用硬
措施优化软环境，着力打造开放、法治、诚信的
北安，努力为投资者提供机制活、商机多、回报
高的发展环境和创业沃土。良好的发展软环
境成了吸引人气、汇聚商气、增加财气的强劲

“引擎”。
开展纠风专项治理和优化经济发展环境

工作，进一步完善经济发展环境保障机制。北
安市提出“你带项目资金来，剩下的事情我来
办”的服务宗旨，制定出台服务政策以实现审
批零障碍、费用零收取、服务零距离，在全市范
围内实行加工创税型企业《工程筹建许可证》、
《投资大户身份卡》、《投资绿卡》和《交通绿卡》
“一证三卡”服务制度。为 25家企业发放《投资
大户身份卡》、《投资绿卡》，为所属企业 78台车
辆发放《交通绿卡》。建立完善联系和征求企

业意见制度，在市属规模以上企业、中小企业、
个体私营企业中设立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监测
点 15个，发放《联系卡》，每月征求一次监测点
意见，每两个月到全市重点保护企业进行一次
走访，为企业解决实际问题。对行政审批大
厅、便民服务大厅、各种收费大厅和服务窗口
以及行政执法部门开展经常性的暗访，发现问
题及时督促整改，对违纪行为和影响较大的案
件进行责任追究。对全市 78个窗口单位进行
明察暗访 40余次，对 7个单位提出整改措施 22
条，针对存在的问题约谈部门一把手 3人。

督促相关部门改进和提升行政审批效率，
缩短行政审批时限。项目审批程序由原来的
26个环节整合为“五步审批”，项目审批时间
缩减了 37 个工作日，精简行政审批项目 32
项，取消了 13项审批事项的收费。规范行政
执法行为，对 10个重点部门执法程序、处罚依

据、罚没资金收缴使用情况进行了监督检
查。开展了“正风纪、提效能、优环境”专项行
动，对违规违纪行为进行明察暗访，处理违规
违纪人员 32 人。在园区内实行了全程代办
制、驻厂服务制、行政问责制，积极为项目建
设提供全方位、高效率服务。推动项目审批
提速、建设提速、发展提速，促进项目早建设、
早投产、早达效。

一系列的硬措施营造了优质的发展软环
境并产生了“三大效应”。一是产生了“洼地效
应”，使资金、技术、人才、自然资源等生产力要
素不断汇集，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去年全市
共引进项目 71个，落实到位资金 58亿元，科迪

集团食品产业、大连佐源集团菊苣综合加工、
多维集团宏维农业物产、福润稻谷综合深加
工、佳汇肉制品加工、涌风工贸等一批大项目
落地。在去年 11月中旬开始的为期 5个月的

“产业项目招商之冬”活动中，共签订协议和意
向性协议 24个，协议总金额 148.2亿元。二是
产生了“连锁效应”，使每一个投资者成为发展
环境的宣传者，吸引和带动一片。2013 年以
来，通过来北安的投资者吸引和带动，引进大
项目 10余项，引进资金 20余亿元。三是产生了

“亲和效应”，使人们安居乐业，密切了党群干
群关系，创造了“凝心聚力谋发展、一心一意惠
民生”的良好氛围，形成了强大凝聚力。

北安 优化服务环境赚足投资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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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慧呈 记者李飞）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对外
发布 2015年《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
对全国城市综合竞争力和中国城市可持续竞争力做出新
一轮排名。大庆入围全国城市综合竞争力 50强名单，位
列第 49 位，比上年度上升了 4 位，是我省排名最高的城
市。

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每年都要组织一次中国城市
综合竞争力排名，这份新的年度报告也是最权威的国内城
市竞争力报告。从《报告》公布的全国城市综合竞争力排名

来看，深圳、香港、上海位列前三。大连位列东北地区排头、
居全国第 18位，沈阳排名第 23位，长春排名第 40位，大庆
排名第 49位，哈尔滨市排名第 53位。《报告》同时发布了全
国城市可持续竞争力排名，哈尔滨市进入全国 50强名单、
排名第 43位，大庆排名第 79位。

《报告》课题组副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
院博士后王雨飞表示，大庆在城市可持续竞争力方面有较
好基础和明显的竞争潜力，未来应更好地发挥排头兵的示
范作用及区域带动作用。

大庆入围全国城市综合竞争力50强
哈尔滨市进入全国城市可持续竞争力50强

本报北京16日电（记者蒋
国华）16日下午，黑龙江省人民
政府与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字仪式在
北京举行。省长陆昊、中国兵
器装备集团公司董事长唐登杰
出席签约仪式，副省长胡亚枫与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总经理
徐留平代表双方签署协议并致
辞，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副总
经理龚艳德主持签约仪式。

省政府与中国兵装集团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决定围绕高端
智能装备研发制造、汽车整车及
核心零部件、汽车物流维修服务
业及相关配套产业等开展合作，
并积极探索包括合作设立产业
股权投资基金、直接投资等多种
方式引导社会资本投资，推动高
新技术成果在黑龙江产业化。
共同推动兵装集团在黑龙江所
属企业在军工产品制造业、汽车
制造业和高端智能装备制造业
等领域发展壮大。

签约仪式前，陆昊会见了
唐登杰。陆昊对中国兵装集团
多年来关心、支持黑龙江发展
表示感谢，介绍了我省经济社
会发展情况，以及应对全国经
济下行和大庆油田产量下降历
史拐点双重挑战，挖掘释放发
展潜力的措施和进展。他说，
兵装集团是我国国防科技工业
的重要力量，不仅在兵器装备
领域为提升我国国防实力做出
了重要贡献，在民品生产、推动
军民融合发展等方面也取得了
显著成绩。黑龙江当前正在通
过“发挥优势、注重工业、多点
培育”，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在
发展汽车工业和军工产品制造
业有良好基础。这次协议的签
署，既是兵装集团在黑龙江产业
发展的重要目标，也是黑龙江产
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力量，更是对
黑龙江发展的有力支持。省政
府将全力做好协议落实工作，不
断优化发展环境，提供良好服
务，促进兵装集团在黑龙江所属
企业加快发展，合力推动双方
产业转型升级、做强做优。

唐登杰介绍了兵装集团建设发展情况，表示黑龙江资源丰
富，有良好的工业基础和科技、人才保障，兵装集团将在前期密
切合作的基础上，加快推进相关项目建设，促进双方在更深更广
领域开展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哈尔滨市长宋希斌，中国兵装集团副总经理、总会计师李守
武，副总经理邓智尤，兵装集团有关部门单位和黑龙江北方工具
有限公司、哈飞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
份有限公司、哈尔滨东安汽车发动机制造有限公司，省工信委、
省科技厅及牡丹江市政府负责同志参加会见和签约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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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服务效能 优化发展环境

今年，齐齐哈尔市充分利用“龙江丝路带”发展良好契机打造对俄出口(黑河、满洲里)蔬菜产销平台，新鲜蔬菜第一时间就
可运抵对俄口岸城市，进而销往俄罗斯。据了解，齐市为我省西部地区蔬菜供应基地，今年蔬菜面积将发展至81万亩，比上年
增加 10万亩。近年随着齐市开展北菜南运和对俄出口等措施，内销北京、天津、河北等地，外销俄、日、韩的数量也在不断增
长。图为俯瞰鹤城蔬菜基地，五颜六色的塑料大棚像在接受检阅的一纵纵方队。 王勇刚 本报记者 郭俊峰摄

本报16日讯（康胜 记者姚建平）由
台商投资兴建的集生猪养殖、饲料加工、生
猪屠宰及肉制品深加工为一体的生猪综合
加工项目——齐齐哈尔市嘉一香食品有限
公司，16日举行竣工投产仪式。省委常委、
副省长郝会龙出席竣工投产仪式。

台资企业齐齐哈尔市嘉一香食品有
限公司项目注册资金 3150万美元，隶属
于中国台湾嘉一香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与甘南县共同建设打造绿色生猪产
业链条，符合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发展
绿色经济、创建绿色产业”，“黑龙江省农

业大省向畜牧大省转换”等绿色食品发
展战略方针。公司计划在甘南县投资 6
亿元，建设集生猪养殖、饲料加工、生猪
屠宰及肉制品深加工为一体的生猪综合
加工项目，目前已累计完成投资 1.5 亿
元，进入试生产阶段。该项目全部投产
达效后，年产值将达到 10.07亿元，可直
接提供就业岗位约 760个，间接带动农民
和养殖户近 3万人，对增加农民收入、推
动县域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台资加盟共建绿色生猪产业链

齐市搭建对俄蔬菜出口产销平台齐市搭建对俄蔬菜出口产销平台

本报讯（许开峰 杨建国 记者井
洋）走进北大荒宝泉岭农牧发展有限
公司生产车间，平铺滚动的生产线上，
一只只肉鸡经过屠宰、分割、包装等多
项工序，生产的鸡腿、去骨胸肉、鸡翅、
白条鸡等产品将销往全国各地。随着
这条生产线的正式投产，每天屠宰能力
平均达到11万只，目前订单不断，仅哈
尔滨、大连、长春等市场就供不应求。

作为重点产业化龙头项目，北大
荒宝泉岭农牧发展有限公司由山东益
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民和牧
业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康地恩实业有
限公司、黑龙江省北大荒肉业有限公
司等 6家企业注册资本 13亿元组建，
白羽鸡产业项目总投资 25亿元，在宝
泉岭区域内建设集祖代种鸡、父母代
种鸡、商品鸡、孵化、养殖和饲料加工、
屠宰为一体，年产 1.2亿只白羽肉鸡产
业化项目。项目主要包括在宝泉岭农
垦管理局所辖农场建设大型现代化父
母代种鸡场 12个、商品鸡场 60个、孵
化场 1个、饲料加工厂 1个、肉食品加
工厂 1个。2015年，预计实现畜牧业
产值 7.42亿元，工业产值 9.18亿元，白
羽鸡项目预计实现产值16.6亿元，当年
可实现收支平衡。项目达产达效后，可
增加畜牧业产值40亿元、饲料加工业产
值23亿元、食品加工业产值36亿元，带
动区域内 3000余人就业。

截至目前，管理局白羽肉鸡产业
初步形成，引进的白羽肉鸡合作项目，
已建成祖代鸡场 4 个，种鸡孵化场 1
座，父母代种鸡场 5个，商品鸡场已经
完成 14个，在建的 12个，总建筑面积
53万平方米；饲料加工厂 1座，建筑面
积 2万平方米，具备年加工 30万吨饲

料生产能力；商品鸡孵化厂 1座，屠宰加工厂 1座，建筑面积 4
万平方米。按照项目预期发展目标，2015年饲养祖代种鸡
5.4万套，年产种蛋 500万枚；饲养父母代种鸡 100万套，年产
1.5亿枚种蛋，孵化鸡雏 1.3亿只，年生产肉鸡 1.2亿只；养禽业
一项总产值将增加 50亿元，届时，宝泉岭农垦管理局畜牧业
产值将突破 100亿元，占种植业产值的半壁江山。

宝泉岭农垦管理局党委认真落实省委“全党抓发展、重
点抓经济、突出抓产业、关键抓项目”以及适应经济新常态的
战略部署，创新引擎驱动转型升级，发挥优势，挖掘潜力，构
建创新产业体系的要求，把创新产业发展作为转变经济发展
方式的重要任务，以促进产城融合为方向，以创新产业发展
为重点，管理局党委以白羽鸡产业项目为契机，扎实做好绿
色食品工业产业，不断延长产业链条，形成农业现代产业体
系，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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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6日，哈尔滨市道里区康安路附近的何家沟，清水潺
潺流过，两岸绿树如荫，芳草遍地，许多市民来到何家沟畔的
广场、甬道散步游玩。据了解，近年来，哈市加大内河治理力
度，马家沟、何家沟、信义沟等内河沿岸建设了许多绿地、广
场，成为人们休闲散步的好去处。 本报记者 苏强摄

本报讯（记者李播）15日，省法院会同省银监局、省银行业
协会联合召开全省清理金融积案和打击逃废银行债务行为专项
工作推进会议。会议还举行了《关于加强涉金融债权案件执行
力度和规范协助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合作备忘录》签署仪式。
据悉，在此次专项整治活动中，全省法院已清理银行业协会移交
案件 224件，执行到位金额 6亿多元。

会上，省银监局通报了组织开展恶意逃废银行债务清查工
作、逃废债贷款监管检查工作、从业人员管理等项工作进展情
况，并要求全省银行业和监管部门通过多方协作，搭建信息共
享平台，构建金融案件处置畅通机制，依法严厉打击各类逃
废、悬空银行贷款行为，切实维护银行合法权益和地方金融安
全稳定。

据了解，在此次专项整治活动中，全省法院已清理银行业协
会移交案件 224件，执行到位金额 6亿多元；同时综合采取强制、
惩戒等措施，对包括恶意逃废银行债务在内的失信被执行人进
行罚款 14次、拘留 1651次、限制出入境 170人次，限制高消费
131次，纳入失信黑名单 2376人次，通过诚信龙江网发布 212件
失信信息，依法移送公安机关 180余件。

法院清理银行业协会
移交案件224件

□本报记者 米娜 邵晶岩

平时能忘我，战时敢舍身，以脚踏实地的
行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英雄陈首
杰带给所有人的一份能量。很多人对这种平
凡的伟大很漠然，觉得这种精神离我们很遥
远。而当陈首杰以一种庄严的声音、一种无畏
的壮举扑向持枪的歹徒时，那一幕情景，让每
一个人的内心都产生强烈的震撼和感动。临

危不惧，勇往直前，舍身救民……当这些屡屡
出现在书面中的漂亮词语，如今活生生地被陈
首杰用身躯、用鲜血展示在我们面前。

举城同悲送英雄

16日 9时，陈首杰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鹤
岗市天逸园隆重举行。肃穆的菊花，寄托对英
雄的敬意；低垂的挽联，映衬出英雄的崇高。
陈首杰同志遗体告别仪式现场庄严肃穆。身

着人民警察制服的陈首杰静卧在告别大厅中
央，遗体四周鲜花簇拥，公安民警肃立在遗体
旁，护卫着战友英灵。陈首杰遗像两侧高悬
挽联：“警魂伟立丹心首，忠诚佑民为雄杰”。
大厅四周摆满了社会各界为陈首杰敬献的花
圈。国务委员、公安部长郭声琨，公安部副部
长李伟，省委副书记、省长陆昊，省委常委、政
法委书记杨东奇，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孙永
波等领导分别敬献了花圈。

为保护群众生命安全在与持枪歹徒搏斗
中不幸中弹牺牲的人民警察陈首杰的生平事
迹介绍，让英雄的音容笑貌又一次浮现在人
们眼前：5月 1日 8时 34分，鹤岗市公安局兴
安分局峻德路派出所接到群众报案，一名男
子在供兴煤矿附近被另一男子用火药枪打
伤。正在加班的副所长陈首杰二话不说领着
民警就急忙往外走，边走边说快点别再出乱
子。 （下转第二版）

热血卫士守护平安为人杰
鹤岗四千余名群众送别舍身救民好警察陈首杰

陈首杰陈首杰 各界群众自发为英雄送别各界群众自发为英雄送别。。王鑫王鑫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