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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29日讯（贾辉） 29
日上午，省委召开常委会
议，传达学习党的十八届六
中全会精神。省委书记王宪
魁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
调，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
专题研究全面从严治党重大
问题，审议通过《关于新形
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
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
督条例》，对于推进党的建设
新的伟大工程，更好进行具
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
斗争、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事业，具有重大现实
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全会
明确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
位、正式提出“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我们
党在我国已进入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华民族
正处于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
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党心军

心民心所向，是党和国家根
本利益所在。总书记发表的
重要讲话，全面总结一年来
党和国家工作，深刻阐明全
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深
入回答管党治党的一系列重
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是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开创
党的建设新局面的行动纲
领。我们要认真学习、坚决
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六中全
会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周围，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全会精神上来，把力量凝
聚到实现全会确定的各项任
务上来，坚定不移推进从严
治党，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
政治生态。

陆昊、黄建盛、张效
廉、杨汭、陈海波、王常
松、李海涛、孙尧、甘荣坤

出席会议。杜宇新、符凤
春，省人大常委会党员副主
任、省政府党员副省长、省
政协党员副主席，省法院院
长、省检察院检察长，哈尔
滨市市长、人大常委会主
任、政协主席列席会议。

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
准确把握全会精神实质。党
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内涵丰
富、博大精深，需要原原本
本学、反反复复学，掌握精神
实质，真正弄懂学通。要深刻
领会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
义，深刻领会全面加强和规范
党内政治生活的具体规定，深
刻领会全面加强党内监督的
基本要求，深刻领会对领导干
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提出的更
高标准和更严要求，坚持严字
当头、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
管长严，把严的要求贯彻到管
党治党全过程、落实到党的建

设各方面，不断净化党内政治
生态。

会议强调，坚决维护党
中央权威、保证全党令行禁
止，是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所
系，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
益所在，也是加强和规范党
内政治生活的重要目的，要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
近平总书记在全党的领导核
心地位上来。一个国家、一
个政党，领导核心至关重
要，习近平同志在新的伟大
斗争实践中已经成为党中央
的核心、全党的核心。要进
一步增强“四个意识”特别
是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更
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更
加坚定地维护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更
加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
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更
加扎实地把党中央的各项决
策部署落到实处。

会议强调，要迅速传达
学习宣传贯彻全会精神。学
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
全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各地
各部门要把学习全会精神纳
入“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结合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对我省两次重要讲话精神，
采取常委会、理论中心组学
习会等多种形式学习全会精
神，组织部门、党校、行政
学院要组织办好培训班，宣
传部门要全方位、大力度宣
传阐释全会精神，迅速形成
规模、形成声势，为党的十
九大召开营造良好氛围。

会议强调，要坚决落实全
面从严治党要求。全会通过的
准则和条例，丰富发展了马克

思主义政党建党理论，是推进
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抓手。要
切实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
活，全面落实党内监督责任，突
出抓好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
部这个“关键少数”，坚定理想
信念，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
路线，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严
明党的纪律，保持党同人民群
众的血肉联系，坚持民主集中
制原则，发扬党内民主和保障
党员权利，坚持正确选人用人
导向，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制度，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对
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保持
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着力增
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
代性、原则性、战斗性，不断提
高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
新、自我提高能力。

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
政协机关及省直有关部门主
要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省委常委会议强调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热潮

□王冬 本报记者 刘亿服

改造升级“老字号”，深度开发
“原字号”，培育壮大“新字号”，佳
木斯重笔写实“三篇大文章”，在产
业结构调整上找准发力点，激发全
面振兴新动能。

“老字号”改造升级生发新芽

34年，对于省内唯一一家玻璃
深加工企业黑龙江佳星玻璃有限
公司来说是一部成长史。而在前
不久，这个企业 LOW-E玻璃生产
线投产启动，老牌企业踏准了时代
节奏，成为佳木斯“老字号”转型升
级、生发活力的鲜活样本。在生产
车间，一块块巨大玻璃在自动生产
线上缓缓移动至末端被一个巨大
的长满吸盘的“机械手”稳稳地

“抓”起，再整齐地摆放到成品区。
不久的将来这些采用最先进的真
空磁控溅射镀膜技术的玻璃及钢
化、中空、夹层玻璃将被运往全国
各地，应用于建筑、飞机、船舶、汽
车、仪器等多领域。如此“神奇”的
改造升级，在老员工眼里是不可想
象的事情。而在佳木斯市委市政
府的推动之下，在企业以建设东北
乃至远东区域的高档玻璃制品产
业化基地的理念之下，让诸多不可
能变成可能。今年全国“两会”期间
佳木斯市政府与中国建材集团签
订了“全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佳星玻璃资产划转协议”、“委托
管理协议”，进一步促进了战略合
作项目落地。同时双方共同商讨
了在佳木斯市建设玻璃器皿、高档
节能玻璃、现代光伏温室农业、光
伏发电、新型房屋生产基地建设等
项目的相关事宜。佳星玻璃综合
技改项目，总投资 2.8亿元，项目分
两期建设。该项目不仅有效填补
了我省低辐射镀膜玻璃领域环保
节能产品的市场空白，更对佳木斯
市深化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释
放传统产业活力的有力实践。

佳木斯在“老字号”做大做强
方面打出了市场牌、改革牌和创新
牌，让老树生发新芽。哈电集团佳
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是我国防
爆电机、起重及冶金电机、局部扇风机、屏蔽电机的创
始厂和主导厂。围绕建设全国最大的特种防爆电机生产
基地，利用防爆电机技术国内领先的优势，采用稀土等
新材料，生产节能型特种电机，重点发展永磁防爆电
机、核用电机及核用屏蔽电泵、高压系列电机、机电一
体化的变频电机、风力电机等。领先技术获国家专利 17
项，省级以上科技进步奖 25 项。推动主要农机产品由

“中国制造”迈向“中国智造”，充分发挥农机企业的创
新主体作用，加强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研发投入，加大
力度研制开发技术密集型高端农机产品及其制造技术，借
助科技创新，“老字号”改造升级大步迈向高端，为重新崛
起正在蓄力。 （下转第四版）

改
造
升
级

深
度
挖
潜

创
新
培
育

佳
木
斯
踏
实
苦
写
﹃
三
篇
大
文
章
﹄

本报讯（吴殿峰 记者王彦）记
者从省环保厅了解到，我省提出

“打造自然保护区群”理念，并
重点开展松花江、嫩江干流沿线
和大小兴安岭地区自然保护区群
建设，同时建设中俄边界自然保
护区。

我省中俄边界全长 2981 公
里，与俄罗斯具有相同的生物气
候带和生物群落。建立跨界自然
保护区群对于共同保护重要生态

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维持区域的
生态平衡具有重要的意义。目
前，我省已在中俄边界建立 68个
自然保护区。三江、兴凯湖、八
岔岛、洪河 4 个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被列为中俄跨界保护区。

截至目前，大兴安岭地区和
伊春市自然保护区面积分别占辖
区总面积28%和21%。松花江、嫰
江流域已建成省级以上自然保护
区 55 个，总面积 277.8 万公顷，

对江河湖泊休养生息、涵养水源
和维护生态系统稳定发挥了重要
作用。

据统计，现在我省共建立自然
保护区 251 个，保护区总面积约
805.6 万公顷，约占国土面积的
17%。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40
个，面积324.9万公顷，省级自然保
护区 84 个，面积 249.7 万公顷，市
级 55个、面积 145万公顷，县级 72
个，面积86万公顷。

我省打造“自然保护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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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毕诗春

10月 13日，中省直主流
媒体金秋龙江行采访团走
进绥化市，对该市的部分产
业项目进行了走访。

采访团首先来到肇东黑
龙江冰榕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该公司系东北最大、全
省唯一一家工厂化生产杏
鲍菇的企业，现日产菌包 4
万袋，出成品菇 16吨，菇芽、
菇片 4 吨，每天可实现销售
收入 16.4 万元。公司生产厂

长李世龙介绍，该公司采用
世界最先进的工厂化食用
菌设备，在生产过程中不使
用任何农药和添加剂，菌
种、工艺、培养基配方均处
于全国同行业领先水平，
产品畅销全国各地，受到
了批发商和消费者的广泛
认可，经销商预付订购，
仍供不应求。 目前，二期
正在建设中，项目年底全
部达产后，每天可生产成
品菇 40 吨，每年实现销售
收入 1.2亿元，利税 3000万

元。深加工菇芽、菇片年
可 实 现 销 售 收 入 3600 万
元，利税 1200万元。

位于肇东的黑龙江大庄
园集团是绥化市根据自然
优势成功招商的一家集进
出口贸易、现代生态农业、
生态牧业、食品工业园区、
农牧业旅游产业等于一体
的大型民营企业。据大庄园
集团副总经理杨晓民介绍，
肇东生产基地是黑龙江大
庄园集团最大的生产基地，
目前有员工 2000余名。现已

建成了符合欧盟标准的现代
化牛、羊、鹿屠宰分割、加工
生产线，同时建成了经国家
林业部批准的唯一一条按欧
盟标准设计的鹿屠宰生产
线，具备进口新西兰羊肉加
工及年屠宰鹿 1 万头、牛 10
万头、羊50万只的屠宰能力，
拥有年产10万吨肉制品的生
产加工能力，是全省唯一肩
负国储牛羊肉加工和储存重
任的企业。2015年，公司已实
现销售收入11.3亿元。

（下转第二版）

③

以“粮头食尾”“农头工尾”为抓手

绥化打磨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体系

肇东黑龙江冰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东北最大、我省唯
一一家工厂化生产杏鲍菇的企业，日产菌包4万袋，出成品菇
16吨，菇芽、菇片4吨。 本报记者 王振良摄

□魏林 李慧颖 本报记者 桑蕾

提起德国制造，很多人会想起精密、先进、
高科技等词语。可哈尔滨的一家制作电站散热
器穿管胀管组装生产线的企业却凭借先进的
技术将产品出口到德国，并被邀请前去做技术
升级指导。

这家企业名叫哈尔滨市宏力机器制造有
限公司。2014年他们自主研发的电站散热器穿
管机问世，并获得我省首台（套）认定奖励。“原
来穿管全靠人工，完成一台需要上百个工人，
现在我们提高了自动化程度，一台机器只需要
5~6个工人就可以。”宏力的工作人员介绍说，
由于自动化程度较高，每台设备售价 500多万
元，目前已经获得多个订单，产品出口到美国、
德国、韩国。

宏力只是龙江工业转型升级的亮点之一。我
省的科技研发能力正成为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

首台套 奖励敢创新的人

作为装备制造业大省，为了助推全省工业
转型升级，我省2009年在全国首批出台了首台
（套）奖励扶持政策。按照规定，不分国企民企，
只要申报产品通过“首台（套）单价 50万元起
步”、“技术全国领先”、“一个企业一年限报一
台（套）”等 9条“硬杠”就能获得认定资格。自
2010 年始，截至 2015 年累计认定 156 个首台
（套）产品，122家企业共获得1.99亿资金奖励。

省工信委科技处处长王宇表示，首台（套）
政策实施后，对我省企业创新积极性有了很大
推动，不但有奖励政策，每年的首台（套）发布会
还帮助有创新能力的企业扩大了知名度。2015
年，国家工信部、财政部、保监会三部门联合启
动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补偿机制试
点工作，在用户订购和使用此类产品的风险
分担上做出制度性安排，这是发挥市场机制
决定性作用、加快重大技术装备发展的重要
举措。企业与保险公司签订投保合同，使用
方从中受益，政府对符合条件的投保企业保
费予以补贴，降低用户风险。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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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牟景君 记者贾
红路）记者从省林业厅获悉，
在国家林业局、中国绿色时报
举办的森林氧吧论坛上传来
好消息，我省茅兰沟国家森林
公园、清河旅游风景区喜获

“中国森林氧吧”称号。
23 日举行的中国森林氧

吧论坛在北京发布了第二批上
榜的47家名单，包括国家森林
公园、国家湿地公园、自然保护
区等森林生态旅游地。此次评
选，主办方邀请了植物、生态、
景观、旅游等方面专家，对申报
单位的自然条件、空气条件、景
观条件、服务能力、交通条件等

指标进行了评价，尤其是对负
氧离子浓度、空气PM2.5颗粒
物含量、空气细菌含量等森林
健康因子进行科学评价。据研
究，当空气负离子浓度为每立
方厘米 10000个以上时，能起
到防病治病的效果。茂密的森
林植被、有益于人类身心健康

的植物精气、高浓度的负氧离
子和清新的空气，使这些地方
成为一个个森林氧吧，加上森
林、山水、生态和人文之美，使
之成为养生保健、休憩旅游的
理想之地。我省茅兰沟国家森
林公园、清河旅游风景区因符
合以上标准入选。

我省两处景区喜获“中国森林氧吧”称号

日前，克山农场有机甜菜地里机声隆隆，运送甜菜的车辆往来穿梭。今年该场5000亩有机甜菜喜获丰收，预计甜菜总产2
万吨，总效益1600万元。据了解，年初农场与农垦德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回收订单，由农垦德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全部收
购，用于白糖加工原料。这种“基地+订单+企业”产业模式，让龙头企业和农场实现双赢。 徐福生 本报记者 邵国良摄

□高辉 本报记者 姚建平

深秋时节，记者深入到克东县采访，尽管气温骤降寒意
十足，但并没有阻挡住克东县各个项目工地加快建设的脚
步。在地处宝泉镇清泉村的黑龙江火山鸣泉绿色天然矿泉
水有限公司年产60万吨医疗矿泉水生产基地项目现场，工
地上挖掘机声轰鸣，大型运输车辆穿梭往来。公司总经理
高鞋军告诉记者：“再有两天时间，主体工程土建部分结束
入冬前收尾，确保明年四月按期复工。”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60万吨医疗矿泉水项目由北京
骏豪集团投资建设，计划2017年实现投产。企业将引进世
界最先进的克朗斯全自动生产线2条，萨克米生产线10条，
美容喷雾生产线 1条，到 2020年完成全部投资 20亿元后，
将把这里打造成集生产、旅游、水疗、健康度假于一体的5A
级旅游体验式工厂。该项目的建设，对于克东县突破苏打
水产业发展瓶颈，促进产业溢出起到重要作用。

克东的水产业发展如火如荼，同样成规模的还有这里
的乳业和豆业项目。克东县委书记李柏春向记者介绍，乳、
豆、水三大主导产业既是资源优势所在，更是大发展潜力所
在，今年借助全市推进 12大重点产业的有利契机，克东县
上下凝心聚力，聚焦主导产业全力抓招商、上项目、创环境，
全力破解产业发展瓶颈，加快产业溢出，促进县域经济迈入
发展“快车道”。

三大主导产业强势发力

克东的乳业重点在“补链”上下功夫，引进配套企业和
战略合资者，形成闭合链条。

总投资 5亿元的飞鹤乳业年产 5万吨配方乳粉智能化
生产项目将于明年4月建成投产，项目达产后日处理能力可
达到1000吨，年产配方粉5万吨，年可以实现销售收入55亿
元，税金5亿元，安置当地就业283人。 （下转第四版）

“乳豆水”形成链条打造集群

克东加快主导产业
溢出成规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