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龙江最冷天 旅游最热季

16 日，哈尔滨市迎来入冬
以来的最低气温-31℃，市民
和游客们纷纷穿上厚实的棉
衣，戴上口罩、围巾御寒。严寒
并没有阻挡游人热情的脚步，
各景点依然游人如织。

图①兴凯湖的雾凇吸引
了众多游客。李凯歌 本报记
者 王志强摄

图②-31℃的低温下游客
们依然兴致不减。

图③游客购买大列巴、红肠
准备带回家。本报记者 苏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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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发力 打赢龙江脱贫攻坚战

预防职务犯罪 当好人民公仆
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

□徐大勇
本报记者 常春晖

东北石油大学原党委书
记孙彦彬、省政法管理干部学
院原院长林春贵、哈尔滨理工
大学原党委书记高军、龙江银
行副行长王贵彬、省农村信用
社副主任张洪德等一批严重
违纪案件得到查处……去年
以来，省纪委监察厅网站相继
公布了一系列严重违纪案件，
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而
这些案件的问题线索，都是省
委巡视组在巡视期间发现的。

巡视是党内监督的“利
剑”。去年以来，在中央巡视
工作领导小组和省委的领导
下，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以
学习贯彻《巡视工作条例》为
有利契机，把实现巡视全覆盖
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积极落实
巡视工作方针，创新巡视工作
方式，组织推进专项巡视，持
续有力地发挥了震慑遏制治
本作用，助力了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斗争深入推进。

全力以赴推进全覆盖

2015年 1月 20日，省委第
一批专项巡视启动，对省政法
管理干部学院等 7个单位开展
第一批专项巡视。

5月 8日，省委第二批专项

巡视启动。7个巡视组用 2个
月左右时间对省环保厅等 14
个地区、单位开展专项巡视。

8月 25日，省委第三批专
项巡视启动。15 个专项巡视
组，采取“一托二”模式，对 30
个单位开展专项巡视。

11 月 30 日，省委第四批
专项巡视启动。省委调整巡
视工作计划安排，集中对 61个
巡视对象开展巡视，即组建 1
个常规巡视组，对省农垦总局
开展常规巡视；组建 15个专项
巡视组，采取“一托四”方式，
对全省 58 个县（市）和 2 个区
开展专项巡视。

四批巡视下来，将完成对
112 个单位的巡视工作，实现
对 13个市（地）、65个县（市）、
22所省属高校全覆盖，完成全
部巡视任务量超过 50%，今年
底前将实现对 258个巡视对象
的全覆盖。

实现巡视全覆盖是全面
从严治党的重要手段，是省委
必须认真履行的主体责任。
省委高度重视、周密部署，采
取超常规方式，将巡视“利剑”
高悬，有力推动了全覆盖工作
的落实。

省委书记王宪魁在常委
会上明确要求，要科学组织谋
划、统筹协调安排，在保证巡
视质量的基础上，合理摆布时
间、把握工作节奏，确保完成

全覆盖任务。
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

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黄建盛认真履行组织实施巡视
工作主要责任人责任，主持召
开领导小组会议，研究制定具
体落实措施，安排部署工作任
务，调整完善巡视工作规划，听
取各巡视组工作汇报，提出分
类处置意见建议，审定反馈材
料，组织移交问题线索。

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
把做好巡视工作作为全面从
严治党的重要手段，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加快推进巡视全
覆盖、加大巡视成果运用力度
上来，去年先后九次向省委常
委会和“五人小组”专题汇报
巡视全覆盖、巡视综合情况、
学习贯彻《巡视工作条例》等
重要事项。

省委“五人小组”、省委巡
视工作领导小组调整工作思
路，强化横向推动，采取“一托
N”的模式解决巡视“数量”和

“进度”问题；强化纵向深入，
以专注目标、专注特点、专注
重点的方式解决“质量”和“效
果”问题。调整了巡视规划，
明确从去年下半年起到今年
年底，安排五批巡视，在 2015
年年底前完成应覆盖面的
50%，今年年底前实现全覆盖。

各巡视组聚焦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紧扣“六

大纪律”和“四个着力”，充分
运用巡视条例规定的方式和
权限发现问题，切实发挥了反
腐利剑作用。省纪委、省委组
织部等部门在人力、组织、结
果运用等方面全力支持配合，
严肃查处了一批违纪违法案
件，形成有力震慑。

去年 4 月，省委巡视组在
省司法厅所属省政法管理干
部学院进行巡视过程中，发现
院长林春贵存在严重违纪违
法问题，省纪委在接到移交线
索后未等巡视结束便对其进
行了立案调查。6 月底，省纪
委对外公布了林春贵被开除
党籍、开除公职的消息，并将
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
司法机关。

“加快巡视节奏，不是在
巡视任务上做‘减法’、在巡视
标准上搞‘变通’，在巡视时间
上去‘缩水’，而是要切实在扩
充巡视力量上做文章，把保证
质量作为‘优先选项’。”省委巡
视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介绍。

选调精兵强将打硬仗

去年 10月底，省委巡视组
在巡视黑龙江科技大学过程
中，有人反映学校体育部存在
分配不公问题，作为巡视干部
人力资源库成员被抽调到巡
视组工作的哈尔滨市审计局

干部玄立三受命清查账目，仅
用半天时间，便查明该校体育
部将 26万余元游泳馆管理费
作为“奖金”私分的情况。巡
视组及时将问题线索转交到
省高校纪工委进行立案调查，
目前问题正在处理过程中。

“以往在巡视过程中对有
些问题总是有种无法深入下
去的感觉，现在看就是缺乏玄
立三这样精通财务、法律业务
的工作人员。”省委第八巡视
组组长尤立文深有感触地说。

省委对巡视工作高度重
视，过去一年中，通过积极创新
方式方法，加快巡视进度，选优
配强巡视力量等系列举措，确
保了巡视工作顺利开展。

根据形势任务需要，循序
渐进扩充巡视力量。去年第
一批组建 7个组，每组 7个人，
巡视 7 个单位；第二批组建 7
个组，每组增至 9 人，巡视 14
个单位；第三批增至 15个组，
每组 9 人，巡视 30 个单位；第
四批组建 16 个组，每组增至
15 人，总人数达 240 人，巡视
61个单位。去年，为巡视机构
配备了 13名厅级专职巡视干
部，其中正厅级 8名；将巡视办
编制由 5人增加到 12人；将组
长库成员从 30 人扩充到 40
人，根据需要还从全省符合条
件的厅级领导干部中选调 32
人。合理优化搭配巡视干部，

坚持正、副组长合理搭配，确
保至少有 1人参加多次巡视、
有丰富经验；坚持专、兼职巡
视干部合理搭配，在文字综合
能力、协调办事能力、性格禀
赋等方面形成互补；坚持专
业、非专业干部合理搭配，确
保每个巡视组都有纪检监
察、组织人事、审计和经侦等
专业干部，保证专业问题有
专业干部应对。此外，还从
纪检监察、组织人事、审计、
公安、检法等部门优选 142名
专业干部建立了巡视干部人
力资源库，并从全省优秀年
轻干部中选调 96名优秀干部
到巡视组挂职锻炼，今年先
后组织 300 多名干部投入到
巡视工作之中。

巡视组成员在进驻被巡
视单位后，严格依法依规开展
巡视工作，紧紧围绕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这个中心，
着力发现在腐败、纪律、作风、
用人方面存在的违纪违规问
题，为构建良好政治生态环
境，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贡
献力量。

“这些新选调的干部思想
素质过硬、能力突出，能够迅
速进入工作状态，已成为我
们巡视工作中不可或缺的力
量。”一些多年从事巡视工作
的专职巡视干部这样评价。

（下转第二版）

利剑高悬 震慑常在
我省2015年巡视工作综述

新华社北京1月17日电（记
者何雨欣 韩洁）记者 17 日从国
家税务总局获悉，2015 年，全国
税务部门组织税收收入 110604
亿元（已扣减出口退税），比上年
增长 6.6%，与经济增长基本协
调。

税收数据显示，2015 年，我

国第三产业发展持续向好，从税
收比重看，第三产业税收占全部
税收的比重达 54.8%，较上年提
高 1.3 个百分点，比第二产业高
9.7 个百分点。从税收增速看，
第三产业税收增长 7.6%，比第二
产业高 5.5 个百分点。从增收贡
献看，第三产业税收增量占全部

税收增量的 80%，较上年提高 13
个百分点。

从行业发展情况看，互联
网、商务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发展
势头较好，如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税收增长 23.8%，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税收增长 21.2%，互联
网及相关服务业税收增长 19%。

我国2015年税收
收入超11万亿元

本报讯（王雨蓉 记者郭铭华）记者日
前从省政府获悉，我省近日发布《黑龙江
省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提出到2020年，
全省水环境质量得到阶段性改善，污染严
重水体基本消除，饮用水安全有效保障，
地下水质量保持稳定，水生态环境状况稳
中趋好，主要河湖生态水量得到基本保
证；到2030年，全省水环境质量总体改善，
水生态系统得到全面保护；到本世纪中
叶，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生态系统实
现良性循环。

《方案》确定主要指标按年度分为：到
2017年，列入国家水污染防治目标责任书
中的62个断面，水质优良（达到或优于Ⅲ
类）比例达到53.2％以上；到2020年，水质
优良（达到或优于Ⅲ类）比例达到 59.7％
以上，市级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达
到或优于Ⅲ类比例高于77.1％，市级城市
建成区黑臭水体均控制在10％以内，镜泊
湖、兴凯湖流域水生态环境状况有所改
善，地下水质量考核点位极差比例控制在
17.8％左右。按流域分为：到 2020年，列
入国家水污染防治目标责任书中的62个
断面，松花江流域Ⅰ～Ⅲ类断面比例达到
62.5％，黑龙江流域Ⅰ～Ⅲ类断面比例达
到60％，乌苏里江流域Ⅰ～Ⅲ类断面比例
达到45％，绥芬河流域Ⅰ～Ⅲ类断面比例
达到100％。

据了解，此次防治工作将实施最严格
水资源管理。控制用水总量，强化用水监
督管理，到2020年，全省用水总量控制在
353.34亿立方米以内。提高用水效率，到
2020年，全省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较2015年分别降
低17％和23％以上；抓好工业节水，加强
城镇节水，限期淘汰公共建筑中不符合节
水标准的水嘴、便器水箱等生活用水器
具。发展农业节水，到2020年，完成50处
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

同时，全面控制污染物排放。包括狠
抓工业污染防治，取缔“十小”企业，2016
年底前，全部取缔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
造纸、制革、炼焦、炼油、电镀、农药等严重
污染水环境的生产项目。加强重点行业
源头控制，2017年底前，工业集聚区应按
规定建成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并安装自动
在线监控装置。强化城镇生活污染治理，加快城镇污水处理设
施建设与改造，全面加强配套管网建设。推进污泥处理处置，到
2020年，市级城市污泥无害化处理处置项目全部建成，污泥无害
化处理处置率达到90％以上。推进农业农村污染防治，防治水
产养殖污染。加强船舶港口污染控制，积极治理船舶污染，加强
港口码头污染防治。并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依法淘汰落后
产能，优化空间布局，推动污染企业退出，严格环境准入，推进循
环发展。

《方案》还明确提出，要全力保障水生态环境安全。保障饮
用水水源安全，强化饮用水水源保护，到2020年，完成所有县级
及以上城市饮用水水源警示标志设立和隔离防护设施建设，完
成保护区内的违法建筑和排污口清拆整治。加快供水设施建
设，2020年，全省新建改造供水管网1900公里，新增供水能力50
万吨／日，城市公共供水实现普及率达到97％和水质达标双目
标。防治地下水污染，深化松花江流域水污染防治，整治城市黑
臭水体，保护水和湿地生态系统，到2020年，实现退耕还湿50万
亩，恢复湿地面积100万亩。

此外，将通过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严格环境执法监管、
切实加强水环境管理、强化科技支撑等制度措施，以及明确和落
实各方责任、强化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等保障机制，确保防治工
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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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郭铭华）距东宁撤县设市不到一个月，近日
经国务院批准、民政部批复同意，抚远撤县设市。

抚远县是省直管县，是全省沿边开发开放的重点地区、重
要口岸地区和旅游重点地区，近期面临着黑瞎子岛开发机
遇。该县与俄罗斯远东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远东
地区商品物资集散地哈巴罗夫斯克相对接，是我国众多对俄
口岸中唯一与俄罗斯跨地区性中心城市相对接的口岸，被省
委、省政府确定为沿边开放示范带的重要节点。

抚远县战略地位极其重要，产业结构优化合理，拉动了区
域经济的发展。自 1993年口岸开放以来，财政收入年均增长
超过 40%，二、三产业占县域经济的 50%，并带动大量外来人
口落户抚远，人口总数已是开放之初的 3倍。同时，随着民
航、铁路、高速公路、江海远洋航运的开通，抚远已成为吸引人
流、物流和资金流的重要地区，国内外客商进一步开拓俄罗斯
市场的基地和桥梁，对黑龙江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极
大的辐射和带动作用。抚远撤县建市，有利于加强和深化中
俄之间的政治、外交、文化、经贸交流，作用巨大，意义深远。

国务院批准抚远撤县设市

③③

①①

②②

□王婷 本报记者 邵晶岩

44只山羊，改变了绥滨县连升乡望江村贫困户吕忠树的
命运。3头黄牛，是绥滨镇向日村村民王国良致富的起点。
这些脱贫致富路上的“神转折”，缘于扶贫互助资金。

贷款难，缺少生产资金，是困扰农户尤其是贫困户扩大
再生产的共性问题。2006年 6月，国务院开展“贫困村村级发
展互助资金”试点工作，绥滨县扶贫互助资金以财政扶贫资
金为基础，吸收农民自有资金，形成村内互助、有借有还、周
转使用、滚动发展的财政扶贫资金使用管理机制，实现贫困
村和贫困户的自我发展、持续发展。到 2014年底，全县已有
41个村建立了“互助金”协会，入会贫困户达到 6706户，覆盖
全县贫困人口的三分之一，资金总额达到 4980万元，累计向
农民借款 1亿元，为农民节省银行利息 300多万元。

在农村，养殖可以实现自我扩张滚动发展。但对贫困户
来说，缺少“鸡生蛋蛋生鸡”的第一推力——资金。2006年，
吕忠树一家住在破旧的泥草房里，还有一万多元外债。2007
年，他从互助资金中借款 4200元，又自筹一部分资金购进 44
只山羊。通过自繁，扩大养殖规模。繁殖出的公羊育成后出
售作为发展资金，母羊留下来繁育。8年间，吕忠树还清了外
债，盖起了砖瓦房。如今，他家的山羊存栏 80多只。

帮扶贫困户，要有好思路。近年来，绥滨县创新金融扶
贫模式，把互助金开发成贫困户的“造血机”和致富的“金钥
匙”。“十二五”期间，全县 4.9万贫困人口脱贫。

吕忠树所在的连升乡望江村，是全国开展互助资金工作首
批试点村。2006年，国家匹配资金20万元，村民自筹20万元，
作为入股村民发展生产专项资金。139户农户自愿入股，成立
望江村发展互助资金协会。协会中，入股村民自愿结成小组，
贫困户优先使用本组互助资金。农户通过互助小组向协会申
请，经县互助资金总协会审批后即可获得农业生产借款。到
2014年，入会农户从 139户发展到 185户，互助资金从 40万元
增加到 140万元，累计向农户借款 778万元。“互助金协会由入
股村民选举协会会长，协会自助管理，村‘两委’不参与互助金
协会的日常工作。互助资金借款手续简便，节省利息，对贫困
户发展农业生产作用很大。协会累计效益45万元，用提取的公
积金给村里安上了路灯，安装了二次过滤的自来水管线。可以
说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村党支部书记矫立敏介绍说。

绥滨镇向日村村民王国良，加入互助资金协会前年收入
不到 5000元。2008年王国良从本村互助基金协会借款 1.2万
元，购买 3头母牛，有了脱贫致富的源头活水。通过养牛，王
国良供完了两个孩子上学，盖上了新房，还买了小汽车。如
今，王国良家有存栏肉牛 20多头。2008年，向日村人均收入
6000元，2015年，人均收入达 2.4万元。“我们村农户在银行没
有贷款，400万规模的互助资金解决了很大问题。村民用来
搞养殖，承包水田，都有了资金来源。”协会会计宋金波说。

“互助金是贫困农民脱贫的重要工具，我们要加强管理，
把好互助金的流动关和使用关，确保互助金增资扩面，专款
专用，实现精准扶贫。”绥滨县扶贫办主任李华林对记者说。

扶贫互助金
脱贫“第一推力”

绥
滨

本报讯（张英奇 记者李
播）近年来，为全面推动对俄
金融合作，助力中蒙俄经济
走廊建设，人民银行哈尔滨
中心支行制定对俄金融合作
工作实施方案，确定年度对
俄金融合作重点工作任务，
促进重大合作项目推进、改
革试点政策落地、开展金融
交流活动，取得良好成效。

金融合作项目取得新进

展。中俄银行间互设代理行
账户数量稳步增长，截至2015
年底，我省已有10家银行机构
与俄罗斯 24家银行机构共设
代理行账户 130户，较年初增
加8户。中俄本币结算量不断
提升，2015年共办理中俄本币
结算业务 4.99亿美元，人民币
结算占比61.5%。卢布现钞跨
境调运和兑换业务发展较快，
2015 年累计调运卢布现钞

11.3亿美元，我省 160家卢布
兑换网点共办理兑换 32.84亿
卢布。银联卡在俄受理范围
进一步扩大，已有20余家俄银
行机构与银联开展合作，在俄
共发行银联借记卡41万张，已
有 28万俄罗斯商户受理银联
卡，近4万台ATM机开通了银
联卡取现业务。对俄跨境投
资活跃，2015年对俄协议投资
金额 13.82亿美元，占我省新

增境外投资额的 48.35%。跨
境人民币业务快速发展，截至
去年12月末，我省跨境人民币
实际收付 311.9亿元，同比增
长 25.31%。全省已开立对俄
人民币同业往来账户52个，办
理对俄跨境人民币收付 59.2
亿元，同比增长147.7%。与俄
银行机构实现人民币账户融
资和信贷融资40亿元，同比增
长297%。 （下转第四版）

推进重大合作项目 落地改革试点政策 开展金融交流活动

我省对俄区域金融合作拓展深度广度

近日，齐齐哈尔市五龙街道公园社区贫困户高兴地领到
“节日大礼包”。据了解，该社区为让辖区特殊家庭过上一个
吉祥、温馨的年，开展了“情暖人心”春节助困活动。社区和辖
区单位共同出资10000余元为近50户贫困、低保、残疾和孤寡
家庭购买了米面油等慰问品。 黄洋 本报记者 吴树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