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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黑龙江重要讲话精神闯新路谱新篇

东北轻合金有限责任公司强大技术团队的部分成员。 王强 本报记者 郭俊峰摄

哈尔滨电碳厂部分核心技术人员。 本报记者 苏强摄

改造升级“老字号”、深
度开发“原字号”、培育壮大

“新字号”。做好“三篇大文
章”，是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对我省重要讲话精
神，实现龙江振兴发展的重
要内容和总抓手、金钥匙。
省委省政府举行的推进会，
把坚定不移做好“三篇大文
章”作为最重要的推进内容，
集中力量抓推进，多措并举
求实效。一路看，一路听，见
微知著，点面结合，对做好

“三篇大文章”有了更加清晰

的思路和更加坚定的信心。
看问题要看主要矛盾。

对我省来讲，发展的主要矛
盾就是产业结构偏重、民营
经济偏弱、创新人才偏少。
换而言之，就是“老字号”、

“原字号”特别突出，“新字
号”活力不足。做好“三篇大
文章”，是破解我省发展主要
矛盾的法宝。同时，改造升
级“老字号”、深度开发“原字
号”、培育壮大“新字号”，就
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龙
江版本”和具体路径，只有做

好“三篇大文章”，龙江才能
走出一条质量更高、效益更
好、结构更优、优势得到充分
发挥的全面振兴新路子。

做好“三篇大文章”，首
先要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
为主题主线。从“老字号”来
说，坚决淘汰落后产能，通过
广泛运用新技术，促进传统
产业提质增效和转型升级，
把旧的存量转化为新的增
量。从“原字号”来说，这是
龙江的优势所在，关键是做
好精深加工，以“五头五尾”

为抓手，推动转方式调结
构。目前我们在石墨、煤化、
粮食深加工等方面取得了一
些进展，还要继续挖掘潜
力。从“新字号”来说，这是
龙江振兴发展的希望所在，
我省新兴产业发展很快、空
间很大，必须把这个优势扬
起来、潜力挖出来，只有新兴
产业发展起来了，才能彻底
解决产业结构单一的问题，
实现发展动能转换。

做好“三篇大文章”，要
把产业项目建设作为根本抓

手。产业项目建设是牵动全局
的重大战略举措，是破解龙江
经济发展难题的重要一招，只
有建成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产
业，龙江经济发展才能做到可
持续、增活力、有质量、利长
远。做好“三篇大文章”，主要
靠发展实体经济，最终要落到
产业项目上。省委省政府对十
大重点产业进行了调整，这是
按照中央的决策部署和总书
记提出的“扬长避短、扬长克
短、扬长补短”要求，结合近年
来龙江重点产业发展实践，做

出的深入谋划和科学布局。我
们必须横下一条心，打好转方
式调结构攻坚战、翻身仗，使
我省产业结构层次出现一个
大跃升。

做好“三篇大文章”，要
把国企民营双轮驱动作为关
键举措。市场经济，企业是
主体。企业发展的好坏，决定
着“三篇大文章”的成败。国
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
是龙江振兴发展的重要依托，
是做好“三篇大文章”的重要
依托。 （下转第六版）

坚定不移做好“三篇大文章”
二论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重要讲话精神

□本报评论员

□本报记者 井洋
薛婧 陈贺

在哈尔滨安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有一面照片墙，上面
斑驳的老照片记录着安天团
队一路走来的历程。20平方米
的门市、笨重的电脑，七楼的
民居、打地铺的行李，网吧楼
上的办公室、挥汗如雨的工作
照，与安天如今在业内响当当
的名气形成巨大反差。

16 年的创业之路，安天
可谓筚路蓝缕。激励他们不

妥协、不放弃的理由可能很
多，但采访中，我们最深切的
感受是：有一种梦想的力量
支撑这些年轻人，以恒心、智
慧、勇气攀登一座座创新的
山峰，成就了安天今日的不
同凡响。

一个梦想
开启安天创业路
安天创始人、首席架构

师肖新光就是那个点燃梦
想火种的人。毕业于哈尔
滨工业大学自动控制专业

的肖新光，还在大学读书
时就曾独自开发一套主机
入侵检测系统，并痴迷于
此。他毕业后的第一份工
作是留在哈工大软件工程
公司，从程序员、开发三

部部长到公司副总经理，
但他负责的是网络应用方
向。 2000 年，在企业红火
运作上市之时，他却做出
一个惊人的选择：为了自
己喜爱的网络安全方向，

听从内心的指引离岗创业。
这年 6月，新婚的肖新

光拿出全部结婚礼金，与
还在哈工大读微电子专业
研究生的桑胜田等人凑了
33000 元钱，租下西大直街

一间 20 平方米的门市，创
办了“安天实验室”。在人
们对杀毒软件的需求中，
肖新光隐约看到了一片蔚
蓝的大海。

（下转第八版）

创新无止境 追梦有担当
探析哈尔滨安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展之路（下）

本报18日讯（记者那可）9月18日9时许，随着演习指挥部指
挥长一声令下，黑龙江省暨哈尔滨市防空警报鸣放演习和“9·18”
人防宣传活动正式拉开序幕，全省室外无线遥控警报、哈尔滨广
播电台837千赫、哈尔滨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同步鸣响。警报鸣
放共分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三个阶段，历时9分钟。

省委常委、省军区司令员李雷，省军区参谋长邱月潮等领导
参加演习活动。

随后，领导查看了哈尔滨市战备设施建设情况，参观了省、
市、区三级人防机动指挥车和人防宣传展板，并参加了人防宣传
资料的发放、问题解答活动。

据介绍，此次活动是我省人防系统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构筑
护民之盾”的总要求，开展按纲施训，进行常态化训练、演练的重
要内容，演习活动以实战为背景，检验了全省人防警报技术性能
和战备状态。

铭记历史 警钟长鸣
省人防办开展防空警报演习和

“9·18”人防宣传活动

本报讯（记者孙佳薇）14日，省委党校（省行政学院）举行
201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省委党校（省
行政学院）校长（院长）杨汭出席并讲话。

杨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
会上的重要讲话中，鲜明提出“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8个方面
要求，号召全党在新的历史征程上，永葆奋斗精神、永怀赤子之
心，不能忘记走过的路，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
出发。不忘初心不仅是我们党对人民作出的郑重承诺，而且是对
全党向着“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奋
勇前进发出的动员令。

杨汭强调，领导干部做到不忘初心，就要补足理想信念之
“钙”，时刻牢记自己是党的一分子，把坚守信仰转化为对党的绝
对忠诚，更加主动地为党分忧、为党担责、为党尽责；就要尽好为
民服务的公仆本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深入基层、深入
群众，知群众之需、解群众之难，把践行宗旨体现在务实干事、为
民谋利上，更好地用手中的权力为民履职、为民服务；就要始终
保持干事创业的精气神，解放思想、奋勇争先，敬终如始、敢抓善
为，把担当尽责落实到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自觉践行新发
展理念上，在推动龙江全面振兴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中当先锋作
表率；就要时刻绷紧纪律规矩这根弦，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
地位观、利益观，把清廉守正融入履职用权和日常言行中，始终
坚守底线、不越红线、不踩高压线，永葆共产党人拒腐蚀、永不沾
的政治本色。

杨汭在省委党校秋季学期开学
典礼上强调

不忘初心是党员干部的本

本报18日讯（记者马云霄）我
省与央企融合发展合作交流会将于
23日举行，这是我省第五次与央企
开展合作活动。此次会议央企参加
踊跃，截至18日，央企报名参会70
家，参会人员总数180人。我省将有
20户科技型企业、15户金融类企
业、20户民营企业和10所大学院校
参会。这是记者在18日召开的新闻
媒体通气会上获悉的。

我省开展与央企合作活动，从
党中央到省委省政府都十分重视。
这次与央企合作，不仅是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振
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文件要
求的充分体现和具体行动，也是我
省必须要走的一条利用央地合作
机遇调整结构、优化布局、释放优
势的振兴发展之路，对于促进龙江
发展具有重要的深远意义。为解决
制约我省发展的产业结构偏重、民
营经济偏弱、创新人才偏少等问
题，做好改造升级“老字号”、深度
开发“原字号”、培育壮大“新字号”
三篇大文章，我省将与央企在产业
转型升级、产品配套协作、混合所

有制改革、商业模式创新和科技成
果转化等方面深入开展合作，充分
利用央企资金、技术、人才、市场、
管理等优势，促进我省转方式、调
结构、优布局，加快发展、创新发
展、科学发展，提升经济社会发展
能力，实现龙江全面振兴。目前统
计，此次确定与央企签约项目约53
个，金额约 1280亿元。其中，产业
转型升级项目 27个，产品配套协
作项目5个、混合所有制改革项目
5个、商业模式创新项目 10个，科
技成果转化项目6个。

我省与央企融合发展交流会23日举行

本报18日讯（记者
蒋国华）18日上午，省
委副书记、省长陆昊主
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
议，听取全省公共财政
支出和国务院部署重
点工作自查情况汇报，
研究部署有关工作。

陆昊强调，通过自
查、督查找准问题是推
动重大工作任务落实
的重要途径。各地各部
门要坚持问题导向，高
度重视自查、督查中发
现的问题，按照实事求
是原则，以解决问题为
标准，举一反三，加快
推动整改落实，确保完
成全年重点工作任务。
一是各市地、省直部门
要及时报告工作中存
在的问题，不能报喜不
报忧；二是将自查、督
查和财政支出中发现
的 重 大 问 题 向 各 市
（地）、县（市、区）政府
通报，严格落实各地领
导责任；三是省政府分
管负责同志和省直部
门要加大对全省重点
工作的协调力度，有分
歧或没有干成的重大
工作要及时报告；四是
财政支出在坚持标准
和规则基础上，要提高
工作效率，靠增加具体
工作的强度，按时完成
全年任务。

省领导李海涛、孙
永波、胡亚枫，省直有
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
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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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今日三四版推出特别报道

奔跑的黑土地
奋进的龙江人

□王强 本报记者 施虹 毕诗春 桑蕾

9月 18日上午，秋日的阳光笼罩着东北轻合金有限责
任公司。偌大的厂区内看不见闲散的人影走动，偶尔有人
经过，都是步履匆匆。

为“天宫二号”强筋壮骨

见到全国劳动模范、东轻公司副总经理吕新宇时，他手
里拿着一个大本子和笔，脸上始终挂着微笑。他刚从一个
非常重要的会议上下来。

“你们在电视上看到的‘天宫二号’，目视所见都是我们
研制生产的材料。”吕新宇自豪地说。

吕新宇介绍，“天宫二号”被称为我国第一个真正意义
上的空间实验室，也是目前我国载人飞行时间最长的一个
航天器。在完成发射之后，它将在太空完成三大任务——
航天员中期驻留；推进剂在轨补加；在轨维修技术试验。作
为我国首个空间实验室，“天宫二号”长时间在空间停留对
铝合金材料要求几近苛刻。 （下转第六版）

“天宫”闪耀“东轻”银色梦想

9月15日，中国航天又迎来一个新壮举：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依托“长征二号F”T2运载火箭，我国
首个真正意义上的空间实验室“天宫二号”发射升空。“天宫二号”能够遨游太空，离不开一群默默为之
奉献的龙江人，他们就是工作在航天工业配套产品研发生产一线的科技精英们——

让太空也认识一下他们

□本报记者 王晓平

9月15日22时04分，“天宫二号”成功发射，为“天宫二
号”配套航天石墨密封材料的哈尔滨电碳厂以“低调奢华
有内涵”的姿态惊艳国人。9月18日上午，记者来到位于哈
尔滨利民开发区燕京路的哈尔滨电碳厂，追问人们共同关
注的话题：哈碳人为“天宫二号”做了什么？

哈碳人有多牛——他们已与航天火箭牵手30余年

哈尔滨电碳厂始建于 1956年，是国家“一五”期间
前苏联援建的 156项重点工程之一。历经 60年发展，形
成了以航天航空用石墨、航空电机用电刷等为主导产品
的10大类、28个系列、146个品种的综合性企业。退休返
聘的总工程师刘重德回忆：1983年， 哈碳开始做航天石
墨，到现在 33年时间，几乎包揽了其间我国航天事业的
所有重大项目：

“长征一号”到“长征七号”、“嫦娥”一号二号、“神舟”
一到十号、“天宫”一号二号都已成功发射，预计下个月发
射的“长征五号”和“神舟十一号”，也毫无悬念地刻有哈碳
人的烙印。 （下转第六版）

哈碳人像石墨一样默绽芳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