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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生产或改造各类公厕和垃圾站设备
哈尔滨霍系环境设施有限公司 电话：0451-84567118

解决旅游公厕、移动公厕、固定公厕和垃圾站设备疑难问题

一、挂牌出让基本情况

序号 探矿权名称 出让范围 面积 竞得人基本情况 成交时间、地点 成交价款
(km2) 竞得人名称： （万元）

法定代表人：
注册地址：

1-11 黑龙江省克山 125.4630,48.0530 2.29 竞得人名称：克山县振兴 成交时间 2016年 19
县古北乡双龙 125.4730,48.0530 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3月 28日 16:00
泉饮用天然矿 125.4730,48.0430 法定代表人：周宏宇 地点：黑龙江省
泉水普查 125.4630,48.0430 注册地址：克山县政府二 土地矿业权储

0,0 号院 2号楼（克山镇 9街） 备交易中心

1-12 黑龙江省克山 125.3830,48.2600 2.28 竞得人名称：克山县振兴 成交时间 2016年 18
县向华乡勤政 125.3930,48.2600 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3月 28日 16:00
村饮用天然矿 125.3930,48.2500 法定代表人：周宏宇 地点：黑龙江省
泉水普查 125.3830,48.2500 注册地址：克山县政府二 土地矿业权储

0,0 号院 2号楼（克山镇 9街） 备交易中心

1-13 黑龙江省穆棱 130.2345,44.3930 6.72 竞得人名称：穆棱市鹏业 成交时间 2016年 46
市下城子经济 130.2415,44.3930 地产有限公司 3月 28日 16:00
开发区地热资 130.2415,44.4000 法定代表人：周博 地点：黑龙江省
源预可行性勘 130.2515,44.4000 注册地址：穆棱市河西镇 土地矿业权储备
查 130.2515,44.3930 交易中心

130.2545,44.3930
130.2545,44.3835
130.2415,44.3835
130.2415,44.3815
130.2345,44.3815
130.2345,44.3845
130.2315,44.3845
130.2315,44.3915
130.2345,44.3915
0,0

1-20 黑龙江省铁力 128.2230,46.5500 4.44 竞得人名称：黑龙江 成交时间 2016年 52
市神树石墨矿 128.2430,46.5500 墨源矿业有限公司 3月 28日 16:00
普查 128.2430,46.5330 法定代表人：王树奎 地点：黑龙江省土

128.2325,46.5330 注册地址：黑龙江省 地矿业权储备交易
128.2325,46.5425 伊春市铁力市铁力 中心
0,0 镇正阳社区四组

1-27 黑龙江省东宁 130.4458,44.1632 2.48 竞得人名称：黑龙江 成交时间 2016年 9
县道河镇向岭 130.4659,44.1632 省区域地质调查所 3月 29日 16:00

序号 探矿权名称 出让范围 面积 竞得人基本情况 成交时间、地点 成交价款
(km2) 竞得人名称： （万元）

法定代表人：
注册地址：

经营所 575.3 130.4659,44.1602 法定代表人：李光辉 地点：黑龙江省土
高地金多金属 130.4458,44.1602 注册地址：哈尔滨市 地矿业权储备交易
矿普查 0,0 南岗区延兴路 72号 中心

1-28 黑龙江省东宁 130.4644,44.1815 5.18 竞得人名称：黑龙江 成交时间 2016年 17
县道河镇新丰 130.4828,44.1815 省区域地质调查所 3月 29日 16:00
屯金多金属矿 130.4828,44.1702 法定代表人：李光辉 地点：黑龙江省土
普查 130.4644,44.1702 注册地址：哈尔滨市 地矿业权储备交易

0,0 南岗区延兴路 72号 中心

1-30 黑龙江省宾县 127.3530,45.3400 3.61 竞得人名称：黑龙江 成交时间 2016年 38
平坊镇板子房 127.3700,45.3400 省区域地质调查所 3月 29日 16:00
铜多金属普查 127.3700,45.3330 法定代表人：李光辉 地点：黑龙江省土

127.3730,45.3330 注册地址：哈尔滨市 地矿业权储备交易
127.3730,45.3230 南岗区延兴路 72号 中心
127.3700,45.3230
127.3700,45.3300
127.3630,45.3300
127.3630,45.3330
127.3530,45.3330
0,0

二、公示期限

2016年 3月 30日至 2016年 4月 13日

三、竞得人义务

在挂牌成交结果公示期满后，如无异议，竞得人须在公示结束后的 5个工作日内按《探矿权成交确认书》规定的时限向
出让承办部门缴纳交易服务费，并与黑龙江省国土资源厅签订《探矿权出让合同》。同时，按照《探矿权出让合同》规定的时
限缴纳探矿权成交价款和办理探矿权登记有关事宜；逾期未办理的，视为自动放弃探矿权竞得人资格，同时竞买保证金不予
退还。

四、异议提出方式及途径

对本公示内容有异议，可以在公示期内以书面方式向省纪委驻省国土资源厅纪检监察室反映。反映情况应签署或告知
真实姓名、联系方式，对线索不清的匿名信和匿名电话，公示期间不予受理。

举报电话：0451-55603916

黑龙江省土地矿业权储备交易中心
2016年3月30日

黑龙江省土地矿业权储备交易中心关于2015年（51宗）探矿权挂牌成交结果公示
黑探出让公示〔2015〕第02号

受黑龙江省国土资源厅委托，2016年3月15日至2016年3月29日期间，黑龙江省土地矿业权储备交易中心对黑龙江省2015年（51宗11-30）国家出资形成的探矿权进行了公开挂牌出
让。现将探矿权挂牌出让结果公示如下：

本报讯（赵怡 记者谭湘竹）日前，
省体育局党组召开中心组学习会议，学
习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以及省
委书记王宪魁在省管主要领导干部专
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会议要求，要按照
省委统一部署，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全系统当前
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
以强化“四个意识”作为重要保证，做到
研读原文，全面领会；结合实际，触动思
想；对照自己，寻找差距，切实做好我省
体育工作。

会议提出，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利用冰天雪地资源做大做强冰
雪经济，省体育局未来将做好以下几个
方面的工作：围绕 2022 年北京冬奥会，
制定《黑龙江省冬季体育战略发展实施
意见》，巩固冬季体育强省地位，把我省
建设成冰雪群众体育强省、冰雪竞技体
育强省、冰雪体育产业区域龙头省份；围
绕“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建设龙江冰
雪体育长廊。龙江冰雪体育长廊规划范
围是，在我省中西部地区，建设哈尔滨—
大庆—齐齐哈尔、哈尔滨—绥化—伊春—
黑河的冰上长廊，哈尔滨—亚布力的雪上
长廊；在我省东部地区，建设牡丹江—鸡
西—七台河—佳木斯的冰上长廊，双鸭
山—鹤岗的雪上长廊；在我省西北部地
区，建设沿大兴安岭山脉的雪上长廊。
在各条长廊沿线建设若干示范点。龙江
冰雪体育长廊将形成贯穿全省、点线结
合、冰雪交错的大冰雪格局；在 2018 年
和 2022年冬奥会上，我省冬季竞技体育
水平要继续保持全国领先地位，参赛人
数及运动成绩占中国体育代表团的 40%
以上。力争在速度滑冰、短道速滑、花样
滑冰、冰壶、自由式滑雪、单板滑雪等项
目上取得奖牌，成为中国冬奥会体育代
表团的支柱；打造冰雪体育活动品牌，全
民健身设施建设向冰雪场地设施倾斜，
使我省成为全国冰雪群众体育活动的核
心区域，成为全国“三亿人参与冰雪运
动”的主力军。到 2022年，我省每年要
有 2000 万人次参与群众性冰雪体育活
动，并吸引省外 5000万人次来我省参与
冰雪体育活动；开展群众性冰雪体育活
动。打造以大众冰雪系列比赛、玩冰乐
雪总动员、冰雪汽车拉力赛、雪地足球、
冬泳、冰钓、冰上龙舟等在全国有影响力的品牌性大众冰雪赛事
及活动。鼓励各地依托当地自然、人文资源，开展适合不同需
要、形式多样、喜闻乐见、健康有趣的冰雪健身休闲项目；以冬季
体育旅游和户外运动为基础，以冬季体育品牌赛事为重点，以体
育产业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冬季体育制造业为突破，以冬季体育
人才及技术输出为特色，到 2022年，冬季体育产业规模占全省
体育产业总规模的相当比重，形成多个冬季体育品牌赛事，吸引
冬季体育制造企业落户我省；成立黑龙江冰雪体育产业集团，形
成体育竞赛、健身、场馆、贸易、旅游、传媒、展会、科技等各种相
关产业协调发展的多元产业联合体，并吸引国内外知名企业和
社会资本加入；发展特色鲜明的体育产业项目。举办冰雪马拉
松、雪地足球赛、冰雪汽车拉力赛、冬季户外体育、体育彩票和谐
龙江全民健身行系列活动等一系列品牌赛事。更多地引入国内
外高水平体育赛事；进一步挖掘我国冬季冰雪文化要素，整合冰
雪体育文化内涵，提炼冰雪运动精神，建设中国冰雪体育博物
馆，作为我国冰雪体育文化的重要载体，实现我国冰雪体育文化
软实力建设与全国冬季项目快速发展相匹配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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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29日讯（刘刚 记者贾红路）全省防汛抗旱工作视频
会议 29日召开。会议要求，各级防汛抗旱和水务部门及早部
署，严阵以待，从组织、物资、预案、工程等方面做好防汛、抗洪
的充分准备。

根据国家气象局等部门的分析，厄尔尼诺现象对我国的
影响从 2014年 5月开始，持续到今年 3月，已经历时 22个月，
预计将于 5月结束。从时间上看，这是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
的厄尔尼诺现象，超过 1997年和 1998年，并且其影响还在持
续。根据以往规律，厄尔尼诺现象结束后，当年会发生较大的
洪涝灾害。全省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强调，各级防指和水
务部门要从现在做起，从最坏处着想，要总结历年我省防汛抗
洪的经验教训，早做准备，严阵以待，做到心中有数，应对有

策，牢牢把握防汛工作主动权。
会议强调，要做好迎战洪水的组织准备。要落实落靠以

行政首长负责制为核心的各项防汛责任制，建立上下联动机
制。做到一旦发生汛情灾情，指挥体系、工作体系能够迅速启
动，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能够第一时间各就各位，抢险物料、
设备、人员能够及时全部到位。要做好迎战洪水的工程准
备。各在建工程特别是三江治理工程，要按照发生大洪水和
特大洪水的情况，制定详细、周密的在建工程建设进度计划，
科学编制安全度汛方案，并落实好安全度汛及抢险措施。要
做好迎战洪水的预警预报预案准备。今年天气条件极端复
杂，要及时组织气象、水文等部门会商，密切监视天气及水情
发展变化，做好洪水预报。要及时准确地通报强降水、山洪等

预警预报信息，加强对洪水演进过程的跟踪分析，抓紧修订完
善各类预案，确保发生应急事件能有序组织开展各项工作。
要做好迎战洪水的物资队伍准备。要按照“分级储备、分级管
理、统一调配”的原则和国家防汛抗旱物资储备定额的要求，
根据防汛抗旱工作实际需要，继续加大物资储备投入力度。
要落实专业高效的应急抢险队伍，建立专群结合、军地联防的
抢险队伍组织体系。

会议还要求深入开展防汛安全大检查工作，加强水库、
水电站、堤防、城市防洪的险工险段及薄弱环节，山洪灾害
易发区域以及处在低洼地带的学校、矿区、村庄等重要场所
隐患排查，发现问题，限期整改落实到位，确保不留隐患、不
留死角。

全省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强调

及早部署充分做好防汛抗洪准备

本报29日讯（郝长波 记者闫一菲）29日，省编办按照省
委、省政府统一部署，在哈尔滨组织召开了开展全省行政权力
清单统一规范工作培训会，统一规范全省行政权力清单，进一
步简政放权，省政府相关部门主管领导、牵头处室负责人及相
关工作人员 150余人参加了培训。

会议指出，统一规范权力清单，就是要做到相同层级政府
行政权力数量基本相当，相同行政权力事项的名称、类型、依
据等要素内容基本一致，让行政权力清单清晰、透明、易懂，方
便群众办事。

会议要求省政府各相关部门要严格按照《黑龙江省人民

政府关于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指导意见》明确的原则和精
神，严格依照省政府确定的《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工作指南》
细化明确的标准进行统一规范工作。要在认真学习上述文件
的基础上，全面厘清本部门权责，厘清本系统不同层级之间的
职责关系，在目前公布的行政权力清单基础上，制定本系统省、
市、县、区4个行政权力标准目录，标准目录要包括行政权力的
编码、名称、类别、依据、是否审核转报等要素。市（地）、县（市）
和市辖区各部门要按照省级部门制定的标准目录，重新梳理和
修改完善行政权力事项，在原有权力清单的基础上做好加减
法，调整行政权力清单，同步调整责任清单和权力运行流程。

我省开展权力清单规范工作培训

本报29日讯（记者孙佳薇）29日，全省党史研究室
主任会议在哈尔滨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党史研
究室主任会议精神，对 2015 年全省党史工作进行总
结，研究部署 2016年重点工作任务。

会议指出，2015年，全省党史部门在党史研究、党
史资料征编、党史宣传教育、党史资政辅政等方面取得
了显著成绩。特别是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周年活动中，全省各级党史部门
紧紧抓住有利契机，围绕主题主线，组织开展了大量卓
有成效的工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写出版了《东北抗
日联军史》，组织承办了“深化东北抗联历史研究，弘扬
东北抗联精神”学术研讨会等。

就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的党史工作，会议指出，要
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始终坚持党史工作正确的政治
方向；要着力厚植以史鉴今、资政育人职能优势，在围
绕中心、服务大局中发挥党史部门的重要作用；要立足
用五大发展理念谋划工作思路，不断开创党史工作发
展新境界；要坚持从严治党要求，大力加强党史工作组
织领导和人才队伍建设。

全省党史研究会在哈召开

本报29日讯（记者车轮）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到黑龙江代表团参加审议时的重要讲话和省委书
记王宪魁在省管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精神，29日，
省社会科学院依托“社科大讲堂”，面向全院干部职工开
展了一次题为“学讲话 智助龙江振兴”专题辅导讲座。

讲座以“学习讲话精神，努力实现思想理论武装新
提升”“贯彻战略部署，准确把握智助龙江振兴新课题”

“深化改革创新，全面推动新型智库建设新跨越”三个
方面为主要内容，并围绕如何贯彻落实好讲话精神的
认识与思考展开了热烈交流。

与会人员一致认为，为实现“智助龙江振兴”，今后
要在 12个方面开展好重点课题研究：找准龙江发展优
势短板，强化省情特征跟踪研究；打好“加减乘除”组合
拳，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研究；完善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
推动资源型城市转型研究；深化“两大平原”改革，加速
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战略转变研究；促进产业创新升级
扩量，构建现代产业新体系研究；加快“龙江丝路带”建
设，打造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研究；推进产城融合发
展，拓展城镇化发展新空间研究；编织稳固社会保障网，
获得共享发展新成果研究；融合旅游与文化，释放生态
建设新优势研究；激发内生动力，培育加速发展新动能
研究；推进法治建设，打造全面振兴好环境研究；引导干
部担当作为，调动积极性提振精气神研究。

省社科院
举办“智助龙江振兴”讲座

日前，坐落于甘南县
工业园区的齐齐哈尔市嘉
一香食品有限公司生猪屠
宰肉制品深加工项目建成
投产，预计今年生猪出栏
量可达到 65 万头。据了
解，该企业集饲料、养殖、
屠宰、冷鲜加工于一体，年
可 屠 宰 加 工 生 猪 100 万
头 ，深 加 工 肉 制 品 4000
吨，实现销售收入 19 亿
元。此项目投产将极大地
带动当地及周边地区生猪
产业发展。
康胜 本报记者 邵国良摄

加工龙头
带动养殖业

本报讯（柳志国 记者谭迎春）由国家煤矿安监局副局长
宋元明带队的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第 9督查调研组来我省督查
调研安全生产工作。28日下午，督查调研组听取了省政府和
哈尔滨市政府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

我省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李克
强总理关于安全生产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国务院安委会、国家安全监管总局重要部
署要求，将“突出抓好安全生产，强化过程监管，坚决整改隐患，
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和各级政府监管责任”确定为2016年33
件民生实事之一重点加以推动。今年1至2月份，我省共发生各
类事故2512起、死亡153人，可比口径同比减少16起、2人，分别

下降5.4%和1.4%，全省安全生产形势保持持续稳定。
在听取我省安全生产工作汇报后，督查调研组充分肯定

了我省安全生产工作，认为黑龙江省在落实“管行业必须管安
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上很有特
色。督查调研组还对我省下步工作提出了希望，一是要将坚
决遏制重特大事故作为当前安全生产一项重大任务，抓好落
实。二是坚决落实安全生产行业监管和管理责任。三是必须
严格执法，推动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四是顺势而为，做好龙煤
集团改革期间的安全生产工作。

29日开始，督查调研组还将深入哈尔滨和鹤岗市开展督
查调研工作。

国家安监局督查调研我省安全生产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