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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邢汉夫）记者从哈尔滨市商务局
获悉，近日，国务院正式通过关于同意设立哈尔滨
综合保税区的批复。目前，园区正在加紧建设中，
预计今年投用。

据了解，哈尔滨综合保税区位于香坊区东部，
规划面积 3.29平方公里，东至四环路，南至香坊东
西街，西至香河路，北至规划路，共分为两期建设，
一期面积 1.35平方公里，其中围网内面积 1.13平方
公里。哈尔滨综合保税区规划出由综合业务区、口
岸作业区、保税加工区、保税物流区和商务配套区
构成的“五大功能区”布局，涵盖行政办公、口岸通
关、保税加工、保税物流、服务贸易、商务配套等功

能。哈尔滨综合保税区发展定位明确为：“一个平
台、两个中心、三大集群”，即：构建功能齐全、服务
完善的哈尔滨外向型经济发展新平台；以国际铁路
集装箱中心站、公路港、航空港为主体，建设辐射东
北亚区域的现代化物流中心；以对俄经贸合作为主
导，建设东北地区最具特色的国际商品展示交易中
心；以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绿色食品等哈尔滨优势
产业为基础，打造高端进出口加工产业集群；以俄
罗斯特色资源产品加工为龙头，打造对俄进出口加
工产业集群；以跨境电商、融资租赁、平行进口、科
技研发等为重点，打造接轨自由贸易区发展的新型
服务产业集群。

哈尔滨综合保税区获国家批复

本报讯（刘佩海 记者彭溢）日前，
在哈尔滨高新区动力科技创业中心一
间十余平方米的办公室内，哈尔滨力盛
达机电科技有限公司的技术人员向记
者展示企业自主研制的转向助力控制
器。总经理助理鲍玉冬告诉记者，截至
2月末，今年公司的订单额已达 1800万
元，是去年全年销售额的两倍，客户覆
盖了国内多家汽油车、电动车、新能源
汽车及特种车辆的生产企业。转化科
技成果，订单逆势增长，谋划融资上
市。猴年伊始，在全省“千户科技型企
业三年行动计划”的指引下，我省在科
技创新创业方面蕴藏的强大能量正持
续集聚和释放。

日前，标准排名发布的“2015 年中
国城市创业融资排行榜”TOP20中，哈
尔滨以创业融资金额 22.64亿元成为东
北地区唯一入选城市，名列第 11位。而
在以新三板挂牌公司数量、国家级创新
创业政策及资金扶持情况、本科以上院
校科研力量等指标综合而来的“2015年
中国大陆城市最宜创业城市排行榜”
中，哈尔滨位列第 16位。这是我省实施

“千户科技型企业三年行动计划”的显
著成果。记者从省科技厅了解到，2015
年，通过实施“千户科技型企业三年行
动计划”，全省新注册成立哈工大机器
人集团等科技型企业 2116家，新吸纳本
科以上人才 7736人。新增中关村基地
众创空间等新型孵化器 39家，新创办大
学生创业企业 228家。与 9家国内投资
机构组建了 9只投资基金，总规模 53.5
亿元。省科技创业投资政府引导基金
引导社会资本累计发起设立了 16只子
基金，一期规模达到 23.5亿元。全省新
增 38家科技型企业上市（挂牌）。

面对经济发展的下行压力，我省把
“向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要增量”作为
在产业创新扩量上发力的主要路径之
一。那么，如何加快科技成果产业化，
培育创新发展新动力，推进供给侧改
革？全省科技工作会议指出，创新驱动
是破解我省结构性、资源性矛盾的根本
措施和持久动力，并将深入推进“千户
科技型企业三年行动计划”确定为今年
科技工作的中心任务。全省科技战线
要通过牢牢抓住梳理成果、成立公司、
进行孵化、借力资本市场发展和推动企
业上市 5个关键环节，向科技创新要动
能，构筑发展新优势。

抓住梳理成果环节。抓展示交易，
深入开展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发布
一批符合产业转型升级方向、投资规模
与产业带动作用大的科技成果，落地生
根形成战略性新兴产业。抓增量，深入
高校、院所征集筛选有意愿在省内落地
转化和有产业化前景的高新技术成果，
引进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北京理
工大学等国内重点科研机构成果来我
省落地转化。 （下转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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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5日电（记者
孙佳薇 常春晖 蒋国华）15日
下午，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四
次会议的我省代表团举行第
七次全体会议。

代表团副团长符凤春主
持会议。

会议先后审议了关于政
府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关于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
五年规划纲要决议草案、关于
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执行情况与2016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草案、
关于2015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

行情况与2016年中央和地方预
算的决议草案、关于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的决议草案、关于最高人民法
院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关于
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
议草案。会后，审议情况报送
大会秘书处。

会议还审议了关于慈善法
草案建议表决稿、全国人大常
委会关于接受黄润秋辞去第十
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
请求的决定草案。会后，审议
情况报送大会秘书处。

会议指出，十二届全国人

大四次会议期间，我省代表以
饱满的政治热情和高度负责
的精神，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
定和大会秘书处关于改进会
风的 19 项要求，凝神聚力审
议各项议题，圆满完成大会各
项任务。代表们紧紧围绕党
和国家工作大局，紧密结合黑
龙江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认真
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
和使命。我省代表团共提出
议案 34 件、意见和建议 233
件，有 46 人次在代表团全体
会议上作了高质量的发言；小
组会议气氛热烈，代表们积极

踊跃，建言献策，这些意见和
建议关乎国家和我省经济社
会发展大局，反映了人民关切
和呼声，充分展现了我省代表
的政治热情、履职能力和精神
面貌，展现了黑龙江人民风
采。此外，还成功组织了对境
外媒体的团组开放，并回答中
外记者提问。

会议强调，大会期间，习
近平总书记来到我省代表团
参加审议并发表了重要讲
话。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语重
心长，饱含对龙江人民的深厚
情怀，给我省人民带来了党中

央的亲切关怀，给我们以极大
鼓舞。代表团先后召开全体
会议和专题座谈会，深入学习
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习近
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和省委
书记王宪魁同志在贯彻总书
记讲话精神会议上的要求，极
大激发了代表和全省人民干
事创业的热情，为我省经济社
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更加坚
定了我们做好龙江各方面工
作的信心与决心。

会议要求，各位代表要带
头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讲话精神，带头全力做好

大会精神的宣讲工作，把会议
精神传达到本选区、本部门、
本系统的干部群众，在全省迅
速掀起学习贯彻落实大会精
神的热潮，让大会精神特别是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
神在龙江大地家喻户晓，人人
皆知，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切
实转化为龙江全面实现小康
社会的强大动能。要结合实
际抓好各项工作的落实，按照
总书记讲话精神和省委书记
王宪魁同志关于落实总书记
讲话精神的要求，在各自的岗
位上建功立业。

我省代表团召开第七次全体会议
审议各项决议草案等

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
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全面深
化改革，冲破束缚各方面创造
活力的体制机制障碍。改革
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动力。中
国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靠的是改革。实现龙江全面
振兴发展，根本上还是要靠
改革。贯彻落实总书记的重
要要求，必须坚定不移地坚
持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去年七月
在长春召开部分省区党委主
要负责同志座谈会上就强
调，“坚决破除体制机制障
碍，形成一个同市场完全对
接、充满内在活力的体制机
制，是推动东北老工业基地
振兴的治本之策。”总书记的
话，可谓一语中的，直指体制

机制的沉疴老病。省委书记
王宪魁也曾经多次说过，“我
们讲改革讲了很多年，但是
龙江的改革并没有真正触及
深层次问题，体制性矛盾依
旧突出。”经济市场化程度
低，经济结构不合理，国企改
革滞后，非公经济不强，创新
动力不足等等，龙江经济发展
存在各种问题的表象背后，根
本上皆来自于体制机制方面
的障碍。改革，必须牢牢抓住
体制机制这个根本。

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
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坚持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积极发现和培育市场，进一
步简政放权，优化营商环境，

从放活市场中找办法、找台
阶、找出路。市场决定资源
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
律，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改革方向，必须遵循这条规
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
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
到位问题，使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
挥政府作用。改革的突破
口，就是简政放权。过去的
一年，我省在简政放权上取
得了一些效果，但还仅仅是
开始。任何改革从本质上都
是利益的重新调整、重新分
割。优化发展环境，推进依
法行政，开展行政权力清理，
仅靠轻风细雨，不能从根本
上解决问题，需要猛药去疴、
重典治乱的决心和勇气。

国企改革是经济体制改
革的重头戏，也是改革的难
点。“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改
革”“坚决打好国有企业提质
增效攻坚战”，今年的政府工
作报告已经昭示着国企改革
将走向纵深。国企改革是个
长期、艰难的探索过程。这
些年来我省改革步伐从未停
止，但是国有企业比重大、问
题多、包袱重，在管理体制、运
行机制和布局结构等方面还
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仍然存
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矛盾
和问题，改革殊非易事。只要
我们坚定信心、凝聚共识，始
终保持一往无前的攻坚精神、
运筹帷幄的战略定力，坚持以
提质增效、转型升级为主线，
以深化改革、强化创新为途

径，以完善监管、放权搞活为
保障，就没有翻不过的山、越
不过的坎。

回望过去一年，我省工业
经济在小幅回升中孕育出多
点发力增势。这个亮点虽然
不大，但已经蕴含着喷薄欲出
的势头。这是我省多年来坚
持以产业增量调整结构的结
果。结构性改革，也是一场攻
坚战。必须以供给侧改革带
动产业结构调整，找准问题症
结，抓住要害所在，精准发力
施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
要讲究战略，还要讲求战术。
在战略上，宏观政策要稳、产
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
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
底。在战术上要抓住关键点，
致力于打好歼灭战，主要是抓

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
成本、补短板“五大重点任
务”。要按照省委的部署，在
产业创新扩量上发力，在农业
产业提质增效上发力，在激活
国有经济存量上发力，在发展
非公经济和县域经济上发力，
在帮助企业降成本增效益上
发力。

改革难，经济发展进入新
常态后的全面深化改革更
难。“千难万难，只要重视就不
难；大路小路，只有行动才有
出路。”总书记的话言犹在
耳。我们必须进一步解放思
想，以知难而进的勇气和战胜
困难的信心，全面深化改革，
冲破束缚各方面创造活力的
体制机制障碍，让一切创造社
会财富的活力源泉充分涌流。

冲破束缚创造活力的体制机制障碍
六谈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代表团重要讲话精神

本报评论员

□赵怡 本报记者 谭湘竹

三月中旬的亚布力，因为 2016年
世界单板滑雪锦标赛的举办而格外
热闹。在比赛场地上，有前来参赛的
各国运动员，有滑雪发烧友，还有仅
仅为来观赛的当地百姓。如今，随着
滑雪运动在国内的日益普及，多家
滑雪场也应运而生:以北大壶为代表
的吉林省滑雪场群；以阿尔山领衔
的内蒙古滑雪场群；以万龙为代表
的河北省滑雪场群。从一枝独秀到
满园春色，亚布力滑雪场面临的压
力与挑战不言而喻。目前，亚布力
滑雪场有着怎样的优势劣势？未来
将如何走向？

赛 事

社会效益大于经济效益

来自瑞士的 Verena Ronrer今年
19 岁，是个年轻漂亮的姑娘，此次的
亚布力之行是她第一次来中国，参加
女子单板滑雪 U 型场地比赛。提到
亚布力的雪场和天气，这个瑞士姑娘
赞不绝口。

亚布力，从一个默默无闻的东北
小镇，发展为今天国内外闻名的滑雪
胜地，与举办多次国内外的滑雪赛事
密不可分。从 1983年至 2016年，这里
曾成功举办过 9届国内国际赛事，这
些赛事对亚布力品牌知名度的提升
和推广，重要性不言而喻。“1996年亚
冬会在亚布力的举办，让更多中国百
姓了解到了滑雪这个项目，2009年大
冬会的举办更是带动滑雪产业有了
一个质的飞跃。”谈到举办赛事对亚
布力的重要性，黑龙江体育产业集团
总裁张强深有感触，“虽然单就赛事
本身来讲并不盈利，但一次比赛的社
会效益要远远大于经济效益，待百姓
的关注度与日俱增了，赛事的社会效
益也就凸现出来了。”

记者在比赛场地看到有很多的
观众前来观赛，省体育局局长郭铭玉
表示，大型国际赛事对项目发展的拉
动是不可低估的。竞赛杠杆作用的发
挥，会带动和促进青少年冰雪运动的
普及和提高，同时在与国际高手的过
招中，也能提高现役运动员的竞技水
平。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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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5日讯（赵怡 记者谭湘竹）
2016 年单板滑雪世锦赛第二个决赛
项目坡式障碍赛于 15日在亚布力滑
雪场展开，这也是本次世锦赛最后一
场关乎胜负的较量。原定于 16日开
展的U型池比赛，经过协商后更改为
高手云集的表演赛。

获得本次单板滑雪世锦赛空中技巧
冠军的美国选手杰米·安德森，凭借强劲
的实力获得今日单板滑雪坡式障碍女子
组冠军，芬兰的恩尼·卢卡耶维尔与美国
选手茱莉亚·马里诺分获亚军和季军。男
子组桂冠则被美国选手布兰登·戴维斯摘
得，加拿大选手马克斯·帕洛特与挪威选
手斯托勒·桑贝克分获亚军、季军。

单板滑雪世锦赛

坡式障碍赛男女冠军产生
本报15日讯（刘桂英 记者贾红路）15日起，我省正式进入

春季森林防火期。15日召开的 2016年全省春季森林草原防火
工作会议总结去年的森林防火工作，分析今年的春防形势，安排
部署春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会议强调，各级政府、林业主管部
门和森林防火机构要严密措施，严加防范，狠抓落实，确保实现

“不发生重特大森林火灾，不发生群死群伤事件，不发生烧毁林
场、村屯现象”的工作目标。

会议指出，今年我省森林防火工作面临的形势严峻，任务艰
巨。据气象部门数据显示，去年冬季全省主要林区大兴安岭、黑
河降水偏少，今年春季，全省平均气温较常年高 0.2℃左右，大兴
安岭和黑河降水较常年少一成左右，且时空分布不均，因此北部
重点林区火险等级偏高，形势严峻。截至目前，全省已有 5年没
有发生重特大森林火灾，有些地方存在着松懈麻痹思想、工作标
准降低、执行制度不坚决等情况。此外，今春全省还面临着飞机
数量减少、专业消防队伍不够稳定、进入林内人员增加等不利因
素。因此各级领导一定要头脑清醒，倍加警惕，措施上要细化强
化，行动上要狠抓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森林火灾的发生。

会议强调，预防胜于救灾。各地要把预防工作放在最重要、
最突出的位置，加强责任落实，加强督导检查，加强宣传教育，加
强火源管理，切实做到“封住山、看住人、管住火”。各地要进一
步强化应急处置能力，确保发生火灾后，能及时扑灭，不贻误战
机。要完善预案加强演练，要强化预警监测，要重兵扑救，要利
用好飞机，要加强专业扑火队建设。各地要做好森防保障，加强
资金投入，加强基础设施维护，加强扑火物资储备，要充分利用
信息化指挥系统，完成相关立法工作。要狠抓火案查处。对发
生的每一起森林火灾都要查明火因，做到火案必破，依法惩处肇
事者，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会议强调，各地还要按照草原防火工作的各项要求，认真抓
好草原防火工作。

副省长吕维峰出席会议并讲话。

我省进入春季森林防火期

▲ 单 板 滑 雪
世锦赛比赛的精
彩瞬间。

坡式障碍男
子前三名获得者。

▲

本报记者 郭俊峰摄

本报记者 王志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