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陈渌 狄婕）
5月20日晚上，在哈尔滨工作
的齐齐哈尔人张文林来到哈
尔滨火车站，一个多小时后，
他就可以出现在儿子的校门
口接儿子放学。随着城际高铁
的开行，“张文林们”的“双城
记”更加便捷和精彩，“同城时
代”已经融入他们的生活。哈
齐高铁，只是我省正在加速构
建“一轴两环一边”铁路网主
骨架一个小小的分支。

“一轴两环一边”铁路网
主骨架，以绥满铁路为轴，以

“哈牡鸡七双佳哈”东部快速
铁路环线和“哈大齐北绥哈”
西部快速铁路环线为两环，沿
边铁路为一边。沿边铁路包
括黑河经呼玛至韩家园子、
黑河经逊克至乌伊岭、饶河
至创业等沿边铁路外环线建
设。此外，还要加快推进一
批既有线电化改造项目，建
设一批支线铁路，推进铁路
枢纽及配套设施建设，加快
哈尔滨火车站改造等项目建
设。到 2020年，全省铁路营
业里程力争达到 7500公里以
上，县级城市通达率达到
75%，复线率和电气化率达

到 50%以上。新建快速铁路
里程 1000公里，建设沿边铁
路 600公里，实施电气化改
造 1500公里，建设支线铁路
60公里。

坐在经过 19项高寒改造
的 CRH5A 型动车组的车厢
内，感受着龙江速度给人们生
活带来的改变，听张文林讲述
他自己的故事。“高铁开通前，
从哈尔滨到齐齐哈尔最快的
火车需要3个多小时，一天只
有 4 趟快车，车厢里人特别
多。”那时候，张文林一个月顶
多回家一次。5月 15日铁路
实行新图后，哈齐高铁动车组
列车一天增加到 34对，只要
80多分钟就到。

随着哈佳铁路、哈牡客
专、牡佳客专等一批铁路项目
的加速建设，我省将形成以哈
尔滨为中心，哈大、哈齐、哈牡
高铁，哈佳、牡佳快速铁路为
骨干的“一站五线”快速客运
网络。覆盖全省 80%人口和
90%的经济总量。形成哈大
齐一小时经济圈，哈佳牡两小
时经济圈，哈尔滨至四煤城三
小时经济圈，初步打造起区域
一体化城市群。

展望未来，以哈尔滨为中
心，大(连)哈(尔滨)佳(木斯)同
(江)、绥满、哈黑、沿边铁路四
条干线和俄罗斯西伯利亚、贝
阿铁路将形成联接欧亚的国
际运输大通道，着力打造出国
际商贸物流带、要素集聚产业

带，为“一带一路”龙江陆海丝
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繁荣架
起“金桥”。

这几天，同江市黑龙江凯
滋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宿晓
峰正忙着到处打广告招工。
他告诉记者，之所以回到家乡

建厂，最吸引他的是同江铁路
大桥建成后的广阔发展前
景。大桥建成后，可以省去倒
运的装载费、汽车费、船费
等，物流费用会降低三分之
一。同江铁路大桥建设正在
让同江这个昔日的边陲小城

破茧蝶变。“大桥的建设让外
地客商开始关注同江，现在
公司有很多订单来自珠三
角、长三角地区，而在大桥
建设以前，很少会有广东那么
远的客人到同江来。”宿晓峰
如是说。

“一轴两环一边”贯通龙江大动脉

本报讯（记者刘亿服）地处东北亚中
心地带，与俄罗斯远东首府哈巴罗夫斯
克隔江相望，处于对内对外两个市场辐
射面的交汇点，抚远市充分发挥区位独
特、交通基础良好的优势，全力推动黑瞎
子岛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不断探索沿
边开放开发新模式，打造我国对俄经贸
合作极具潜力的区域和“龙江丝路带”的
重要节点与枢纽。

近年来，随着黑瞎子岛开放开发的
不断推进，抚远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步伐，相继开通的水运、铁路、空运、高速
公路等通道，不仅使抚远成为同时开通
水陆空立体大通道的城市，也拉近了抚
远与国内外的空间距离。随着中俄全面
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日益加深，作为两
国经济发展战略交汇点的黑瞎子岛的开
放开发已成为共同关注的焦点。目前，
中俄双方对黑瞎子岛的开发建设都已上
升为国家战略。我省提出在黑瞎子岛中
方一侧设立跨境经济合作区，实行更加
自由开放的政策，将其打造成生态文明
之岛、合作发展之岛、友谊和谐之岛。俄
方提出中俄双方共同规划、错位发展，将
黑瞎子岛建成国际休闲旅游区，并提出
将黑瞎子岛纳入超前发展区，实行限时
跨境免签政策。

与此同时，黑瞎子岛口岸开通工作
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2015年 12月 17
日，中俄总理举行第二十次定期会晤共
同签署联合公报声明：“继续推进黑瞎子
岛（大乌苏里岛）设立口岸工作，联合进
行开放开发”。今年 4月 4日，俄罗斯外
交部照会我驻俄使馆，建议增设大乌苏
里岛（俄方）—黑瞎子岛（中方）国际公路
客运口岸，并允许 8座及以下小型车辆
穿越国界。

抚远市抓住这一重大战略机遇，全
力谋划推动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按照
国务院和国家发改委批复的“生态保护、
旅游休闲、商贸流通、口岸通道”功能定
位，将黑瞎子岛和抚远市域的发展作为
整体统筹考虑，跳出“就岛论岛”兼顾岛
内岛外，在开发模式、管理体制、政策支
撑等方面先试先行。制定了保护先行、
适度调整、生态开发、分期建设的基本原
则，对黑瞎子岛中俄自由贸易区实行“境
内关外、封闭运作”的管理模式。在功能
区划上，他们按照岛内旅游、岛外服务、
抚远支撑的思路，将黑瞎子岛及东极小
镇、莽吉塔港园经济区、抚远镇规划布局
为“一岛三区”。 （下转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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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高铁列车驶过哈齐高铁松花江特大桥。 本报记者 陈宝林摄

□滕嘉娣

近年来，我省铁路建设发展成绩有目共睹，尤其在“龙
江丝路带”建设推动下，铁路交通迎来跨越式发展，“一轴两
环一边”铁路网主骨架在龙江大地纵横铺就。绥满铁路轴运
输能力不断提升，哈牡、哈佳、牡佳快速铁路多点发力、渐次
开花，铁路东西环线建设加速，沿边铁路进一步巩固我省对
俄枢纽站地位，全方位打造对外开放大通道。

铁路建设改变的不仅是时空距离，更是促进地方经济
发展的营养剂。大力加强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充分证明了

“要想富，先修路”的发展逻辑，既为龙江当前经济稳增长提
供有力支撑，又为长远发展积蓄强大后劲，不断创造出新的
发展机遇。其实，铁路建设具有强烈的“蝴蝶效应”，不仅带
动物流、人流，还创造出新的就业岗位。

铁路建设既是“龙江丝路带”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龙
江新一轮振兴发展的重要工具。铁路建设就是打基础，就是
取长补短，就是为未来铺路。以铁路干线为依托，以沿线地
市为节点，以产业链为纽带，畅通“主动脉”，打通“毛细血
管”，加快各经济圈“对
流”，让曾经因铁路而兴的
龙江大地，再一次因铁路
释放新的动能，焕发新的
活力。

为未来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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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学一做”在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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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李凤双 管建涛

保障粮食安全的亿亩高标准农田
建设如火如荼，激发创新动能的机器人
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黑龙江在下
行压力中开拓新产业、发掘新引擎、寻
找新动能、打造新环境，激发人人发力
的“动车组”效应，实现一季度经济平稳
开局，GDP、财政收入等指标好于去年
同期。

下行压力中寻找新突破

一季度黑龙江省地区生产总值同
比增长5.1％，增速同比提高0.3个百分
点。第三产业发展向好态势明显，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90％左右，“经
济在预期运行中开局”。

平稳开局并不盲目乐观。黑龙江
仍存在能源工业继续负增长、食品工
业多年来首次负增长、外贸进出口

总额下滑、经济增速较低等压力。
当前黑龙江省经济转型正处于新动
能、新领域培育与传统产业领域集
中负向拉动争取时间、相互赛跑的
关键时期。

面对困难和挑战，黑龙江省提早
应对。全国“两会”闭幕第二天，黑
龙江就召开省委理论中心组学习中央
重要讲话精神。

（下转第二版）

激发“动车组”效应

黑龙江探索全面振兴新路

本报23日讯（记者孙佳
薇）23日，省委召开全省市县
乡领导班子换届工作暨业务
培训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换届工作重要指示
和全国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
工作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省
换届工作。省委常委、组织部
长杨汭出席会议并讲话。

杨汭指出，抓好换届是推
进龙江全面振兴、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保证，是落
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营造良
好政治生态的重要实践，是打
造高素质执政骨干队伍、全面
加强市县乡领导班子建设的

重要契机，各级党委要切实把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
委的部署要求上来，以对党和
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扎实做
好换届各项工作。

杨汭强调，要强化党委领
导和把关，把加强党的领导贯
穿换届全过程。要配出结构优
功能强的好班子，突出选好配
强党政正职，通盘考虑年轻干
部、女干部、少数民族干部和党
外干部配备，注重提高领导班
子专业化水平。要改进完善换
届考察方式方法，立体识人、精
准选人。要加强换届工作统筹，
对干部资源配置、换届人事安

排等统筹考虑、科学谋划。
杨汭要求，必须加强对换

届工作的组织领导，把党委主体
责任、党委书记第一责任、纪委
监督责任和组织部门考察责任
落实到位，严格标准、严明纪律，
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确保
换届工作有序实施、平稳推进。

会上，还进行了换届业务
培训，邀请中组部副巡视员苏
金鑫到会进行换届政策辅导。

省委组织部部务会成员，
省人大、省政协有关部门及省纪
委、省委统战部分管换届工作领
导同志，市（地）纪委书记、组织
部长及有关同志参加会议。

杨汭在全省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工作暨业务培
训会议上强调

以严的标准实的措施铁的纪律做好换届工作

本报23日讯（记者孙佳薇）为充分发挥基层党务骨干在“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中的关键作用，23日，省委组织部在哈尔滨举
办全省“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乡镇（街道）、村（社区）党务骨干视
频培训班，各县（市、区）党委组织员，各乡镇、街道（工）委（总支）
书记、组织委员，村、社区党支部（党委、总支）书记，共计1.4万多
人参加了培训。 （下转第二版）

我省举办“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乡镇
村党务骨干视频培训班

强化主责意识
发挥主体作用
加强督促把关

本报23日讯（记者郭
铭华） 23日上午，第一期
全省县（市、区）委统战
部长培训班在省社会主义
学院开班。

省委常委、统战部长、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敏
出席开班仪式并作《加强党
对统战工作的领导，为龙江
全面振兴提供广泛力量支
持》专题辅导报告。

赵敏指出，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特别是关于统一
战线的新思想新观点要求，
注重从历史和现实两个角
度充分认识党加强统战工

作的重大意义。认真贯彻落
实好中央、省委统战工作会
议精神和《中国共产党统一
战线工作条例（试行）》规
定，真正把法宝用足用好，
在省委的正确领导下，推动
全省统一战线为促进龙江
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赵敏强调，要准确把
握加强党对统战工作领导
的深刻内涵和具体要求，
加强统战工作载体建设，
深入推进党外代表人士队
伍建设“六个一”工程和

“同心协力活动”，掌握统
战工作艺术方式，正确处

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
加强联谊交友，照顾同盟
者利益，努力构建党委统
一领导的大统战工作格
局。要结合我省实际，深
入研究和着力解决新形势
下统一战线的新情况新问
题，扎实做好多党合作、
党外知识分子、非公有制
经济、民族宗教、港澳台
海外等领域工作，切实把
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领导
落实到各领域统战工作
中，不断开创统战工作新
局面，为龙江奋力走出全
面振兴新路子提供更加广
泛的力量支持。

全省县（市、区）委统战部长培训班开班
赵敏出席并作专题辅导报告

□文/摄 本报记者
张长虹 潘宏宇

谷雨第二天，东北大地
春风骤起。黑土地万物萌
动，农民犁地点种，此时正是
季节。

在通往尚志市元宝镇
元宝村的路边田地里，数
台挖掘机伸开长臂上下舞
动——元宝村正在进行着

“旱改水”。村党支部书记
张宝金站在田埂上，披着棉

袄，指挥着，手里的记录本被
大风刮得呼啦啦作响。

张宝金的小本上，有他
简要勾勒的元宝村今春“旱
改水”平面图。自打从电视
上听到国家农业部门反复强
调转变农业种植结构的消

息，又联想到去年玉米收购
价格下降，他果断作出决定：
元宝村逐年减少玉米种植，
今年将 1500 亩旱田改水
田。4月初，他召集各大队
负责人，早早启动了翻地挖
渠工作。

“玉米和水稻相比，一亩
地收入差 500元呢！”张宝金
说，“这对辛辛苦苦种田的人
来说，可不是个小数目。咱
也要调整种植结构，不能等
了，今春就要帮助农户动起
来！” （下转第七版）

亿元村的创新范儿
记尚志市元宝村党支部书记张宝金

“我能带
领大伙用 40
年时间把一个
贫困村建设成
亿元村，要说
有什么诀窍，
那就是听党的
话，踏踏实实
地干，心里时
刻想着群众的
事！”

今日《光明日报》刊发“黑龙江大力改善发展环境引才留才”报道

从“北雁南飞”到“北雁回归” 全文详见第二版

本报今日专题报道一 （文见第三版）

铁路大动脉 交织密网贯通南北东西

本报今日专题报道二 （文见第四版）

抢搭“一带一路”快车 筑梦“龙江丝路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