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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职务犯罪 当好人民公仆
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

本报讯（刘刚 记者贾红路）8月
22日~24日，三江治理重要工程之
一，松花江干流治理达标工程施工
招标工作在省水利公共资源交易市
场封闭进行，全国 70家水利水电施
工企业参与角逐 41个标段，经过专
家3天连续不断工作，25日评标结果
出炉，32家企业最终中标。

三江治理工程启动以来，省三
江工程建设管理局严格按照公开透
明，严格规范，高效有序，打造全省
水利工程招标样板的要求，面向全

国、全省优选资质档次高，施工能力
强，市场信誉好的企业参与三江治
理工程建设。此次招标的松花江干
流治理达标工程包括松花江干流三
岔河口至松花江与黑龙江汇合口
段，规划堤防长度 1363.34公里，保
护对象主要为 17个县市和 8个国有
农场的城镇居民生命财产和重要交
通设施及松嫩平原、三江平原工农
业生产基地，共保护人口 723万人，
保护面积 3600 万亩，耕地 2197 万
亩。该段工程由 120段堤防组成，

总工程量为 5363万立方米，总投资
80亿元，本次投标金额为 60亿元。

本次招标采取公开招标形式，
全国 70家水利水电施工企业参与
角逐 41个标段。在整个招标过程
中，采用了电子密钥，网上下载招标
文件，资格预审，优选参建单位，防
止围标串标，以及技术暗标，随机抽
取评标专家等方式，全力确保招标
公开公平公正。32家企业最终脱
颖而出，其中省内企业 7家、省外企
业 25家。

松花江干流治理工程完成招标
投标金额为60亿元 32家企业最终脱颖而出

本报30日讯（记者贾辉）
29日至30日，省委理论学习中
心组以“严以律己，严守党的政
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为主题，观
看专题教育片，对照正反典型，
联系思想工作作风实际集中研
讨，深入推进“三严三实”专题
教育。省委书记王宪魁主持学
习、带头发言并作总结讲话。
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五个必须”是党员领导干部从
政的行为准则，“七个有之”是
对全党的警示告诫。我们要以
先进典型为标杆、以反面典型
为镜鉴，充分认识违纪违法特
别是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的严重危害，始终绷紧政治纪
律和政治规矩这根弦，坚决维
护党中央权威，坚决维护党的
团结统一，做政治上的明白人。

中组部副部长陈向群参
加学习并指导研讨。陆昊、杜
宇新、陈润儿、黄建盛、张效廉、
马学义、杨汭、陈海波、杨东奇、
郝会龙、赵敏、李海涛、盖如垠、
孙尧、吕维峰、于莎燕、孙永波、
孙东生、胡亚枫、张述元、徐明
参加学习研讨。庞义华、朱清
文、郭晓华、宫晶堃列席学习
会。

王宪魁在发言时指出，从
反面典型违纪违法的严重危害
看，任何时候都要严肃党纲党
纪、坚决惩治腐败。党的十八

大以来，中央严肃查处周永康、
薄熙来、徐才厚、令计划、苏荣
等严重违纪违法案件，表明了
法纪面前人人平等、没有例外，
体现了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
决惩治腐败的鲜明态度，提振
了我们党自我净化、自我革新
的坚定信心，赢得了全党同志
和广大群众的衷心拥护、坚决
支持。腐败行为极大损害党的
声誉，严重玷污党员领导干部
形象，给党和人民事业造成了
重大损失。反腐败是为了使我
们党更加强大、更有战斗力，与
抓发展不是对立的，而是辩证
统一的、相互促进的。做政治
上的明白人，就是要明白反腐
败是党心民心所向，任凭腐败
蔓延就会亡党亡国，真反腐败
才能兴党兴国。坚持从严管党
治党，党委（党组）书记带头履
行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
认真履行“一岗双责”，把“两个
责任”牢牢扛在肩上、抓在手
上。用好巡视这把反腐利剑，
在保证质量前提下，加快推进
巡视全覆盖，解决失之于宽、失
之于软的问题。始终保持高压
反腐态势，“老虎”、“苍蝇”一起
打，对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
的一查到底，绝不养痈遗患、姑
息迁就。

王宪魁指出，从反面典型
违纪违法的思想根源看，任何

时候都要保持政治定力、对党
绝对忠诚。改革开放以来，一
些高级领导干部政治上变质、
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
活上腐化，根子都是理想信念
动摇、人生方向迷失，没有把
党放在心中最高位置，而是凌
驾于党组织之上、视纪律规矩
于无物，最终滑向腐败深渊。
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就是要明
白在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上
出问题，对党的危害比腐败问
题更严重，始终保持坚定信
仰、坚强党性、为民情怀，才能
做到对党绝对忠诚。坚定理
想信念，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
头脑，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对照思想灵魂，补
足精神之“钙”，坚守共产党人
的精神家园。加强党性修养，
时刻修炼自己、改造自己，坚
持原则、保持定力，始终与党
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践行党
的宗旨，贯彻群众路线，站稳
群众立场，更多关注困难群
体，做群众的贴心人。

王宪魁指出，从反面典
型违纪违法的深刻教训看，
任何时候都要守住原则底
线、维护党的团结。干部在
政治上出问题，拉帮结派、结
党营私，甚至妄议中央和省
委，严重损害党的形象、破坏
党的团结统一，恶劣影响短

期内都难以消除。要深刻汲
取教训，像爱护自己眼睛一
样爱护党的团结，像保护自
己生命一样维护党的团结统
一。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就
是要明白政治纪律和政治规
矩这根弦任何时候都不能放
松，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任何
时候都不能含糊，警钟长鸣
才能警笛不响。严格遵守组
织原则，坚决做到“四个服
从”，贯彻执行请示报告制
度，切实维护组织权威。坚
持正确用人导向，按照好干
部标准，推进干部交流轮岗，
把政治强品德好、敢担当能
干事、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
干部选用起来。带头严肃党
内政治生活，发展纯洁健康
党内同志关系，认真开展批
评和自我批评，形成清清爽
爽的工作环境。

王宪魁指出，从反面典型
违纪违法的警示反思看，任何
时候都要坚持严以律己、做到
为政清廉。省委注重发挥反面
典型警示作用，但有的干部依
然心存侥幸顶风上、利用权力
大捞好处。领导干部是被围猎
的对象，任何时候都要心存敬
畏、手握戒尺，始终严以律己、
严守党的纪律规矩，否则必将
受到党纪国法严惩。做政治上
的明白人，就是要明白政治纪

律和政治规矩是党的生命线、
不可逾越的红线、必须坚守的
底线，心有敬畏、行有所止，才
能始终保持清正廉洁。要知道
敬畏权力、慎用尽责，有战战兢
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谨
慎，确保权力行使不偏向、不变
质、不越轨。要知道敬畏法纪、
自觉约束，严格按照规章和制
度办事，自觉做到心中有法纪、
言行合法度、办事依法规。要
知道敬畏人民、接受监督，坚持
权为民用、利为民谋，主动接受
群众评判和监督，在服务群众
中体现党的宗旨。

王宪魁在总结讲话时要
求，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深入
推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扎实
开展。一要严明纪律维护党的
团结统一。对党绝对忠诚，严
守原则底线，严肃党内政治生
活，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坚决
维护中央权威。二要始终坚持
问题导向。对照“五个必须”和

“七个有之”，对照正反典型，联
系巡视反馈问题、教育实践活
动中个人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把不严不实问题查清楚，即知
即改、立行立改，加大整改问责
力度，务求取得群众满意成
效。三要从严教育管理干部。
注重发挥典型教育作用，突出
抓好日常监督管理，敢于担当

务实干事，以严的要求、实的作
风推动各项工作开展。四要坚
持两手抓两促进。把专题教育
放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来
推进，与省委中心工作结合起
来，与完成本地本部门重点工
作结合起来，深入实施“五大规
划”、建设“龙江丝路带”、发展

“十大重点产业”等重大战略，
积极谋划“十三五”经济社会发
展，以工作成效检验专题教育
成果。

陈向群对我省“三严三
实”专题教育给予充分肯定，
对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
研讨给予高度评价。他指出，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此次集
中学习研讨，主题突出、准备
充分、发言认真，必将对黑龙
江的“三严三实”专题教育、领
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经济
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起到积极
作用。陈向群希望我省要按
照中央的重大部署，坚持把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贯穿专题教育始终，联
系剖析反面典型深化专题研
讨，强化对专题教育的组织领
导，确保“三严三实”教育取得
丰硕成果。

中组部有关局、办领导同
志参加会议。省委副秘书长，
省政府正副秘书长及省直有关
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王宪魁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第二专题第一次集中研
讨时强调

严守党的纪律规矩 做政治上的明白人
陈向群指导学习研讨 陆昊等发言 杜宇新等参加学习

本报讯（魏林 张茹艳 记者桑蕾）把
生产委托给富士康，没有生产线的苹果
公司紧握研发和销售两个利润最高点，
牢牢地将 iphone的巨额利润握在手中。
在制造业面临转型的今天，企业研发能
力已经成为能否生存发展的关键问题。
作为全国老工业基地的黑龙江也正在谋
划用企业“智脑”升级龙江“智造”。

我省首台（套）产品奖励政策自
2010年实施以来，截至 2014年累计认定
132 个首台（套）产品，共有 128 项产品
获得 1.52亿资金扶持。从今年趋势看，
认定的首台（套）产品及奖励资金将有
大幅增加。

首台（套）政策是 2009 年我省为调
动企业和研发人员自主创新积极性，推
动企业新产品开发和创新成果产业化，
在全国率先出台的奖励扶持政策。按照
规定，不分国企民企，只要申报产品通过

“首台（套）单价 50万元起步”、“技术全
国领先”、“一个企业一年上报一台（套）”
等 9条“硬杠”就能获得评选资格。

“政策实行的头几年申报数量一直
停留在 30台（套）左右。近两年随着创
新发展战略的实施，通过产品创新实现
转型升级已经成为大趋势，但是产品创
新的风险很大，首台（套）奖励资金从 25
万元起，产品售价超过 400万元以上的
最高可获得 200万元的奖励资金，极大
地激发了企业创新的热情。今年全省共
有 40台（套）产品申报，经评审，共筛选
出 26台（套）产品，目前已经上报待批。”
省工信委科技处处长王宇介绍，在
2010—2014年获得首台（套）认定的 132
台（套）产品中，已经有 75 个实现首台
（套）后的新业绩，其中 35个产品已经实
现规模化生产，产品累计实现销售收入
103亿元。不少认定的首台（套）产品成
了企业的主打产品，单一产品占企业经
营收入 30%以上。

这些产品的生产企业拥有较强的研
发能力，大多建立了自己的研发中心，或
是依赖自己的研发团队，或是与我省高
校、科研院所合作共建研发中心，积极投
入进行产业升级。目前我省共拥有 13
个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176个省级企业
技术中心，今年我省还将有一批企业研
发中心通过省级企业技术中心认定，而
按照我省的规划，5年内省内 500户企业
将建立研发中心。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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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五、八版推出“新常态新作为”专版

培育经济新动力
打造转型新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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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常春晖）28日至 29日，中组
部副部长陈向群一行深入到我省哈尔滨市农
村、社区及党员群众家中，就基层党组织建设
情况进行调研。

陈向群冒雨驱车来到呼兰区双井街道护
路村，与村支部书记及村民、党员代表亲切交
谈，详细了解村集体经济收入、村干部待遇、
党员作用发挥、村级组织经费保障等情况，并
走进村民卢凤秋家中，了解生产生活情况。
他强调，要加大对村级组织的支持保障，注意
多鼓励、吸引和培养村里青年人入党，为新农
村建设发展积蓄力量。呼兰区沈家街道郭堡
村是我省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村，在区委书
记挂点指导、区财政局结对帮扶、“第一书记”
领带示范下，经过整顿，党的建设出现了新变
化。陈向群在了解村党组织建设有关情况后
强调，要抓紧选好配强村“两委”班子，加强村
级后备干部培养，推动村里各项工作开展；各
级组织部门要加强管理考核，督促“第一书
记”真正扎根基层，深入到群众之中，主动履
职担责，切实发挥作用。在呼兰区沈家街道
罗斌村，陈向群要求村党支部要用好农村党
员干部远程教育系统，经常组织党员干部学
习和培训，提高引领农民致富能力。

哈尔滨市南岗区保健路保健社区党委有
党员 187名，下设 5个党支部 12个党小组，在
服务群众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的士党员志
愿服务队是其中一个志愿者组织，多年来积
极帮助市民出行服务，赢得广泛赞誉。陈向
群指出，出租车是城市的窗口，的士司机阳
光、积极、健康，整个城市形象就会为之提升，
在的士司机队伍里建设党组织，有利于带动
更多司机参与到为民服务的阵容里，凝聚城
市正能量，希望你们再接再厉、继续做好。在
哈尔滨市道里区抚顺社区，他对社区党委设立
8个便民服务窗口、涵盖128项职能，以及设立
社区老党员王殿海事迹展厅、用身边典型来教
育党员群众的做法给予肯定。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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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摄 肖民弼
本报记者 徐晓海 马少忠

38 岁的王立奇，在伊春
的干部名册中，是个陌生的名
字。采访前，记者搜索一下百
度，资料如下：辽宁北票人，18
岁入党，就读于清华大学土木
工程系，2000 年本校读研，
2003年留校工作。当年年底
到哈尔滨市南岗区挂职锻炼，
2013 年任平房区委副书记、
区长。今年 5月就任伊春市
委常委、铁力市委书记。

8月 13日，记者在铁力工

业园区等候外出考察归来的
他。当爽朗的笑声伴着这个
一米八十多的大个子走近时，
眼前出现的更像是儒雅的学
者，与记者想象的领导“范”有
一定的差距。

可一听王立奇侃侃而谈，
才就职百余天的他，思路是那
样地清晰；当好伊春转型发展
龙头和引擎的信念是那样的笃
定；记者此时方知，十多年的经
济主战场拼杀，他的儒雅已内
敛为理性的高度，并养成了干
练的作风，唯一不变的，是年轻
人干一番事业的似火的激情。

王立奇说，面对这大好河
山，天然舞台，他总会热血沸
腾，责任感和使命感倍增。

铁力的发展更如逆水行
舟、不进则退。必须集中精力
抓关键环节，切实把项目抓起
来，把产业挺起来，把园区经
济兴起来，把资源优势释放出
来，唯有如此，才能保持经济
的持续稳定增长，甚至通过一

段时间的努力，实现逆势上
扬、弯道超车，真正擎起林区
转型发展的旗帜。

建好园区、抓实项
目，做林区工业林外发展
的示范

王立奇说，加快发展始终
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和基
础。 （下转第七版）

负重前行 龙头之旗手中擎
访铁力市委书记王立奇

近日，在牡丹江市宁安
市石岩镇和平村，菜农采收
成熟的圆葱。农民用红色
的包装袋收获圆葱，为田野
增添了点点红色。

新华社发

丰收田野
点点红

本报讯（记者王彦）大庆市环境监察支队重点对水污染源、
大气污染源、危险废物污染防治、违法违规项目、生态环境保护、
园区环境保护、辐射环境安全、环境风险隐患排查和环境保护履
责情况等方面进行检查，开出罚单 550余万元。

据了解，今年以来，该市共出动检查人员近 500人次，排查
企业 400余家，检查工业园区 4个，发现审批手续不健全、环保验
收不及时、小企业危废申报不完善等环境问题 72个，重点查处
损害群众健康和影响可持续发展的突出问题，已责令停产 16
家，责令改正 25家，立案查处 31起，处罚金额达 550余万元。

年初至今，大庆市环保局共处理各类环境信访案件 131
件。其中，大气类 54件，水污染类 6件，噪声 32件，辐射类 28件，
生态类 8件，其他类 3件。其中，大气类污染主要以锅炉烟气、粉
尘、饭店油烟扰民为主；水污染类主要以企业非法排污为主；噪
声类主要以饭店排风机、油井噪音扰民为主；辐射类主要是指电
信公司搭建发射塔，周边居民担心电磁辐射等。

环境执法开出550万罚单
大庆查处环境违法案件31起

□韦震 本报记者 孙昊

“冷链物流高峰论坛”、
“汽车后市场物流发展大
会”……在牡丹江市阳明
区，一个个新颖、时尚、颇
具潜质的展会，如同一款
款动力强劲的“发动机”，
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力
度，冲击、改变、激活着阳
明区，带动相关产业加速

崛起，起跳腾飞。

意想不到的“冷
链物流高峰论坛”落
户阳明

2012年，在参加全省的
一次会议时，阳明区委书记
姜英波听到了一件事，省政
府计划通过举办冷链物流
高峰论坛将冷链物流引进
黑龙江，助推农产品增加附

加值，远销全国、促进出
口。姜英波对记者说：“得
知这个消息时，我很兴奋，
因为阳明区从 2008年开始
利用生物技术发展有机农
业，产品品质虽然已经达到
欧盟标准，但就是卖不上好
价钱，种植规模也没能迅速
扩大。冷链物流也许正是
破解这一瓶颈问题的有效
方法。物流产业本身就是

牡丹江的一个优势产业，几
家大的物流企业都在阳明
区，再加个‘冷链’，一定能
推动物流产业升级发展。”
阳明区的想法，得到了省领
导和省商务厅的认可，他们
幸运地成为这个高峰论坛
的承办单位。

从 2012年开始，阳明区
这样一个城区单位以其特有
的执着与热情；（下转第七版）

牡丹江阳明区

引入“冷链”高峰论坛 推动物流产业升级

王立奇（左）在铁力工业园区新引进的物流企业现场办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