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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洪家兴 岳海兴
记者史志强）20 日，由北京保
利集团与绥化万达集团共同
投资 20亿元建设的宝山健康
生态医疗养老产业园项目，
在绥化经济技术开发区宝山
镇举行奠基仪式，由此拉开
了绥化市今年产业项目集中
开复工的序幕。截至 20 日，
该市开复工产业项目 232个，
其中新开工 120个，同比增加
20 个；开复工亿元以上项目
125个，其中新开工 51个，同
比增加 19个。各地抓住建设
黄金期，抢施工，赶进度，
掀起新一轮项目建设热潮。

据统计数据显示，绥化
市一季度地区生产总值实现
217 亿元，同比增长 6%，增
幅居全省第二；规模工业增
加值实现 49.4 亿元，增长
9.7%，增幅居全省第二；实
际利用外资完成 8572 万美
元，增长 18.7%，增幅居全省
第一；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2.8
亿元，增长 19.8%，增幅居全
省第一，经济发展总体积极
向好。

该市招商引资和项目开
工保持强劲势头。绥化市有着
丰富的农业资源，但精深加工
是短板。项目建设中，这个市

坚持扬长避短，向农业资源开
发和精深加工集中发力。此次
开复工产业项目中，大庄园种
植养殖加工全产业链项目、绥
化天泽粮食经销有限公司粮
食物流中心建设项目、寿光市
亿龙食品有限公司脱水蔬菜
及仓储项目、黑龙江众旺食品
有限公司速冻保鲜果蔬加工
项目等一批绿色农产品精深
加工项目集中亮相。此外，
绥化市围绕新能源开发、生
物化工、现代服务业、养老服
务业、农业产业化等十大优势
产业积极招商，分别与中储
粮、中节能集团、中船重工、中

冶集团等大企业对接洽谈了
一批大项目，截至目前，共签
约项目 412个，合同资金 865.6
亿元。

目前，望奎投资 10 亿元
的生物燃气项目、明水投资
8 亿元的亚欧牧业项目、青
冈投资 7 亿元的龙凤粮食仓
储项目、绥棱投资 6 亿元的
豆粉加工项目等一批投资规
模大、拉动力强的大项目正
陆续开工。开发区的中晶太
阳能和中豆食品、肇东的中谷
牧业、望奎的玉米汁饮品等 21
个停滞项目重组盘活。

基 础 设 施 项 目 进 展 顺

利。水利上，41个水利项目完
成了实施方案和初步设计编
制，阁山水库提前一个月完成
施工准备。交通上，绥大高速
前期要件已上报省发改委核
准，预计 5 月份开工；绥化机
场、哈绥城铁、绥巴路改造以
及市区出城口改造等重点工
程有序推进。

该市紧紧抓住项目建设

这个“牛鼻子”，坚持产业项
目与基础设施项目并重，坚
持大项目与中小项目并重，
坚持引进外资与激活内资并
重，坚持扩大增量与盘活存
量并重，坚持园区基础设施
与综合配套并重。努力营造
新型招商、安商、亲商、护
商氛围，确保实现全年经济
发展既定任务目标。

绥化项目建设抢抓“黄金期”

本报21日讯（记者黄春英） 2016 中国国际奶
业展览会暨乳业合作大会第一个重头戏——中法
乳业合作主题日 21 日在哈尔滨举办。来自中法
双方乳制品行业的专家、企业进行了积极的技术
交流和贸易导向对接。法国农业、食品及林业部
食品安全总局副局长首度兽医官洛伊克·埃文、
法国驻华大使顾山、副省长吕维峰出席主题日活
动。

活动日中，中法双方通过积极有效的沟通交流

一致认为，中法双方在奶业领域可以互相学习借
鉴，克服产品标准化的差异，在奶牛养殖、乳制品
生产、消费、人才开发等方面实现合作双赢。中法
双方乳制品行业专家代表围绕奶牛繁殖育种、动物
营养与健康、质量监管及奶酪生产技艺等内容进行
了研讨。

法国是奶业大国，在世界 25强乳制品生产企
业中，法国就占了 5 强。法国的奶酪生产技艺先
进，产业发达，仅奶酪品种就多达 1200种。

2016中国国际奶业展览会暨乳业合作大会第一个重头戏

中法乳业合作主题日举办

21 日上午 9 时，一架
空客 A321 型飞机降落在
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停机
坪。这是龙江航空公司从
德国购进的首架大型客
机，可容纳旅客 200余人，
在此短暂停留后将飞往沈
阳进行机身外壳喷涂、过
渡检等工作。据了解，“龙
江航空”预计 6 月底首批
开通 4 条航线：哈尔滨―
西安―成都、哈尔滨―北
京、哈尔滨―义乌―南宁、
哈尔滨―广州―深圳。今
年 还 将 引 进 4 架 A320、
A321 大飞机，明年再增 6
架。图为龙江航空的首架
大型客机。

本报记者 郭俊峰摄

省内首家民航公司6月将开航

本报21日讯（记者闫紫谦）21日上午，省十二届人大常
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结束。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符凤春主持第二次全体会议，副
主任赵敏、胡世英、庞义华、朱清文，秘书长于柏青出席会议。

省政府副省长孙东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石时态列
席会议。

会议表决通过了《黑龙江省耕地保护条例》、《黑龙江
省农村扶贫开发条例》、《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修改〈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
条例〉的决定》、《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修改〈黑龙江省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工作实
施细则〉的决定》、《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
于修改〈黑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黑龙江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哈尔滨市燃煤污染
防治条例〉的决定》、《黑龙江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关于设区的市、县（市、区）和乡（镇）人民代
表大会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黑龙江省第十二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补选代表的代
表资格的审查报告》。

会议听取了关于《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 2015年节能
减排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情况的汇报。

（下转第二版）

省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五次会议结束

任命李海涛为副省长

决定任命：
李海涛为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徐飞鹏为省国土资源厅厅长；
王金会为省农业委员会主任；
张丽娜为省文化厅厅长；
锡东光为省旅游发展委员会主任。
决定免去：
高志杰的省国土资源厅厅长职务；
王忠林的省农业委员会主任职务；
宋宏伟的省文化厅厅长职务。

黑龙江省人大
常委会任免名单
（2016年 4月 21日黑龙江省第十

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
十五次会议通过）

本报21日讯（记者彭溢）
21日，省老科协五届三次理事
（扩大）会议在哈尔滨召开。省
委常委、省纪委书记黄建盛出
席会议并讲话。

黄建盛充分肯定了 2015
年老科协的工作。他指出，推
动龙江经济社会发展，老科协

组织和广大老科技工作者是
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近年
来，全省老科协组织紧紧围绕
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和全省
经济社会发展的热点、重点和
难点问题，团结带领广大老科
技工作者，积极开展建言献
策、服务“三农”、科普宣传、科

技咨询和科技服务等方面工
作，为促进全省经济社会发展
作出了积极贡献。

黄建盛强调，龙江实现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老科协组织和广大老科技工作
者要再作新贡献。一是以省委、
省政府改革发展目标任务为己

任，在服务龙江经济社会发展
和服务老科技工作者方面再作
新贡献。二是更好地发挥智力
和经验优势，紧紧围绕树立“五
大发展理念”和实施“十三五”
规划，积极向党委政府建言献
策，在推进科学民主决策方面
作出新贡献。 （下转第二版）

黄建盛在省老科协五届三次理事（扩大）会议上强调

更好地发挥智力优势 为龙江发展作出新贡献

□本报评论员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第一位的是“学”。强化理论
武装、坚定理想信念、锤炼坚强党性、努力做合格党员，
学习是基础、是前提。这次学习教育主要是学党章党规
和系列讲话，这两者是紧密联系、内在一致的。必须把
学习党章党规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贯通起来
学习、统一起来领会，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在学
党章党规中深刻领悟系列讲话的基本精神和实践要求，
在学系列讲话中加深对党章党规的理解，进一步坚定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夯实“学”这个基础，必须把握学什么。学习党章党
规，重在明确基本标准、树立行为规范，提升尊崇党章党
规、敬畏党章党规、遵守党章党规的思想自觉，守住共产
党员为人做事的基准和底线。学习系列讲话，重在加强
理论武装、统一思想行动，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的基本精神，特别是要学好总书记到黑龙
江省代表团参加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领会党中
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基本内容，理解掌握
增强党性修养、践行宗旨观念、涵养道德品格等基本要
求。县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应学得更多一些、更深一
些，要求更严一些、更高一些，在全面、系统、深入上下功
夫，提高做好领导工作所必需的政治素养和政策水平。

（下转第二版）

夯实“学”这个基础
三论“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本报记者 曲静

今夏，哈洽会即将步入第 27个年
头，并与新博会同期举办。回顾哈洽
成长史，几易其名，不断打磨创新中，
已不仅仅是经贸洽谈的平台，更是中
外客商透视黑龙江形象的窗口，宣传
黑龙江的金名片。

商界盛宴见证开放龙江

1990年 6月 6日，我国边贸发展史
上值得纪念的日子。那一天，哈洽会
鸣响第一枚礼炮，也就是从那时起，我
国打开了通向俄罗斯及其独联体以及
东欧国家贸易的大门！

作为我省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
哈洽会见证了黑土地发生的巨变……

回首哈洽，是她使黑龙江的边
贸、内贸、国际贸易实现了飞跃，经
贸活动促进了对内对外的全方位开
放；也是她，改变了我国外经贸发展
格局由单一的沿海开放到沿海、沿边
同时开放。

南有“广交会”，北有“哈洽会”。
哈洽会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充满活力
和张力，使地处东北亚中心地带的黑
龙江国际经贸活动空前活跃起来。
从商品买卖向产业合作升级、从经贸
往来向文化交流升级、从客商“流过
去”变为“留下来”……连续举办的哈
洽会为黑龙江人提供每年一次在家门
口就可进入国际市场的大好良机。通
过哈洽会的演练和实践，触到了世界
市场的脉搏，主动参与国际经贸大循
环的意识增强。

助力开放笑迎八方资本

哈洽会，不仅仅是一个商贸洽谈
的平台，更是一个对外开放的窗口。
是开放，推动哈洽会日益国际化；也是
开放，让哈洽会魅力倍增。可以说，二
十七届哈洽会，正是黑龙江开放的历
史缩影。

重新追溯历届哈洽会签约项目，
蓦然发现，哈洽会不仅夯实我省对俄
经贸合作大省地位，通过哈洽会的宣
传推介，一个个落地生根的项目正助
推着区域经济的发展。

因哈洽会签约，哈飞赛马、赛豹、
路宝轿车开始销往俄罗斯。

（下转第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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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春英

2016中国国际奶业展览
会暨乳业合作大会是一个在
亚洲最具影响力的乳业行业
盛会，它吸引了 30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奶业大咖，其中包
括乳业世界 10强中的 7强企
业。如此高大上的展会花落

龙江，无疑对我们这个奶业
大省意义非凡。21 日，展会
第一天，记者专访展会主办
方之一——国家乳业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主任刘鹏，听她
细说端详。

国家乳业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是一个有着 60年历史的
研究机构，1996 年成为科技

部授予的国内乳品行业唯一
一家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20世纪 80年代，该中心
自主研发并在全国推广的

“婴儿配方乳粉Ⅱ”荣获“国
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是目前
我国乳品行业获得的最高级
别科研奖项。

（下转第三版）

办一流大会 展龙江风采
专访黑龙江省绿色食品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

长、国家乳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刘鹏

聚焦2016中国国际奶业展览会暨乳业合作大会

□本报记者 程瑶

21日上午，在中国-法国
乳品合作主题日活动现场，一
身浅灰色西装配上白色口袋
巾的法国国家乳制品行业协
会主席奥利维耶·毕高将法国
人的绅士与优雅尽显无遗。

成立于 1973年的法国国
家乳制品行业协会（CNIEL)，

由法国乳制品行业中最具代
表性的国家生乳生产者联合
会、国家乳制品合作社联合
会、国家乳制品工业联合会
三大组织共同组建。协会以
乳品行业的组织管理、搭建
全行业共同分享平台为主要
使命，并负责在全球范围内
发展和推广法国奶制品。

毕高先生告诉记者，法

国有 300多家乳制品企业，坚
持传承与创新并行，创造了涵
盖奶酪、黄油、奶油、奶粉、酸
奶和乳制甜品等各形态的超
过 1500 种乳制品，是全世界
品种最多最齐全的乳制品国。
在各式各样的乳制品中，最能
体现法国人智慧和艺术，也最
受法国人欢迎的乳制品非奶
酪莫属。 （下转第三版）

深挖合作潜力 共享品质美味
专访法国国家乳制品行业协会主席奥利维耶·毕高

本报21日讯（记者蒋国华）21日下午，省长陆昊在哈
尔滨会见了法国驻华大使顾山一行。

陆昊对顾山一行出席 2016中国国际奶业展览会暨
乳业合作大会重要活动——中法乳业技术交流暨贸易导
向对接研讨会表示欢迎和感谢，介绍了我省推动畜牧业
发展、特别是建设高品质鲜奶基地的考虑和进展情况。
陆昊说，法国农业、食品和乳业有很高的水准，黑龙江在
上述领域也有很好的自然条件和产业基础，双方在优势
领域有很大的合作空间。同时在高新技术产业、时尚产
业、畜牧业及旅游养老健康产业等方面都能找到合作载
体。希望大使先生组织相关领域的法国企业来黑龙江开
展商务考察，寻找商业机会，推动务实合作。

顾山对省政府对中法乳业技术交流暨贸易导向对接
研讨会给予的支持表示感谢，介绍了法国农业、乳业等产
业发展情况。他说，很高兴法国成为此次奶业大会主宾
国，中法乳业研讨会取得了良好成果，愿意进一步推动双
方在农业、乳业等领域交流合作。

法国驻沈阳总领事马克·拉米，法国农业、食品及林
业部食品安全总局副局长、首席兽医官洛伊克·埃文，省
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见。

陆昊会见
法国驻华大使顾山

本报21日讯（记者蒋国华）21日下午，省长陆昊在
哈尔滨会见了参加 2016中国国际奶业展览会暨乳业合
作大会的中外乳品企业代表。

陆昊对惠氏营养品有限公司大中华区总裁瞿峰，内
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裁张剑秋，光明
乳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朱航明，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总经理陈历俊，黑龙江完达山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总经理王景海，黑龙江飞鹤乳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冷友斌，圣元营养品有限公司行政总裁查峰，贝因美婴
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集团董事局副主席陈惠湘，明一国
际营养品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林勇，上海纽贝滋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余世荣，澳优乳业（中国）有限公
司董事会主席、董事长颜卫彬，黑龙江红星集团食品有
限公司董事长郑俊怀，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裁
李荣久等中外乳品企业负责人参加 2016中国国际奶业
展览会暨乳业合作大会表示欢迎，听取大家对龙江乳业
发展的意见建议，并就发挥龙江地理条件和产业基础优
势，加强畜牧业、乳业以及下游产业合作交换了意见。

副省长吕维峰介绍有关情况，中省直有关部门负责
人参加会见。

陆昊会见
中外乳品企业代表

本报记者 王振良摄

本报记者 王振良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