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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告
我单位接受委托对哈尔滨春夏秋冬长寿生态旅游服务有

限责任公司100%股权和长寿国家森林公园旅游服务中心在建
工程进行捆绑转让，转让底价人民币 21112万元，现面向社会
广泛征集受让方。有意者请携带有效证件、受让材料及保证
金汇款凭据到交易所办理受让登记手续。

转让方针对转让标的提供配套政策，拟以长寿国家森林
公园的经营权、林场两眼温泉、公园内的旅游服务设施、道路、
场地、房屋等作为载体，与受让方采取“合作开发”或“租赁经
营”方式，发展生态旅游、医养结合和休闲度假等绿色产业。

详情请登录网址：www.huaee.net
单位地址：哈尔滨市松北区世茂大道66号
咨询电话：0451-58894171 58894172
转让方联系人：黄先生 13115305858

□新华社记者 孙英威 管建涛

2014年5.6％，2015年5.7％，2016年6.1％，2017年预期目标
6％—6.5％，老工业基地黑龙江的发展正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
振兴。与转型攻坚相伴随，诞生于黑土地上的创业精神也在新
时期被赋予新内涵，推动全省改革创新、调整结构、培育新动
能，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发力。

持续改革攻坚“不松劲”

由于规上工业中占比较大的能源、装备、冶金等行业不景
气，2016年黑龙江第二产业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经过持
续攻坚，一些重点改革显现效果。

国企改革任务重、难度大，黑龙江省以啃“硬骨头”的决心
扎实推进。通过产权挂牌交易方式，龙煤集团 4家三级甲等医
院在内的40余家矿区医院挂牌转让，资产总值超过10亿元，为
企业卸下了“包袱”，带动企业减亏。

涉及面广的农垦、森工改革开始“破冰”，以垦区集团化、农
场企业化为主线的改革大幕已拉开。绥化、哈尔滨管理局率先
开展改革试点，将21个农（牧）场整合重组为15个北大荒集团子
公司。黑龙江森工在五营、柴河等4个林业局开展了改革试点。

发展环境不优令东北地区常被外界“诟病”，黑龙江省下
大气力“动真格”“下猛药”。“省委环境办自 2016年 5月组建以
后，对 30个重点省直部门和各地市开展了第一轮督察，并下发
了整改意见书。10月下旬又开始了第二轮督察，对第一轮督
察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回头看’。”黑龙江省委环境办副主任

刘玉和说。
截至2016年11月底，黑龙江省各市地共查处破坏发展环境案

件1848件。各市地共处理破坏发展环境的相关责任人2337人。
“优化发展环境有进步，点上也有好例子，但总体与产业界

期待还有差距。”黑龙江省有关人士表示，优化发展环境还需向
微观层面延伸，落实已经出台的政策，解决发展环境中的具体
问题，把建立机制与查处问题结合起来，治标又治本。

瞄准“供给侧”培育“增长极”

刘延辉是黑龙江省抚远市通江乡东安村农民，去年尝到了
网上创业的甜头，他制作的纯手工馒头、黏豆包，平均每天卖出
四五百元。

黑龙江省提出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卖得
好”基础上，带动倒逼“种得更好”，推动种植养殖达到绿色标
准、有机标准，让“北大仓”变成绿色粮仓、绿色菜园、绿色厨房。

作为冰雪资源大省，如何将冰天雪地变成“金山银山”？黑
龙江在服务业和旅游业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冰雪景
观、冰雪赛事、冰雪活动、冰雪文化、冰雪教育相融合，促进旅
游、养老、文化、体育产业融合发展。

冰雪资源的整合升级让“冷经济”持续升温。农历鸡年央
视春晚，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成为4个分会场之一，美丽的冰灯雪
景，冻柿子、大秧歌等独具特色的龙江食品和民俗集中展示。
春节期间，黑龙江省接待国内游客超过 1000万人次，实现国内
旅游收入超过120亿元，同比均大幅增长。

在其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供给侧改革也持续推进，黑

龙江省将采取公开招标方式对医疗、教育、公共网络、公共交
通、城市基础设施等资源进行市场化配置，增强供给侧市场主
体竞争力。

凝聚精神推动“滚石上山”

黑龙江省有关部门分析认为，油煤粮木等传统领域集中负
向拉动仍然在持续，工业生产总体处于低位运行，工业效益挖
潜空间较大。资源型城市正艰难转型，煤城和林区改革仍需加
大力度。

在转方式调结构的紧要关口，既看到经济发展中出现新的
积极变化，更需正视部分行业地区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在爬坡
过坎、滚石上山的关键时期，黑龙江省把提振精神状态与干事
创业当作同等重要的大事来抓，让干事的干部敢于干，给干事
的人才创造环境。

齐齐哈尔市出台容错免责实施办法，免除后顾之忧，提升
干部干事精气神；七台河市对各级干部提出了“三允许三不容”
要求，即允许失误但不容忍误事，允许改进有过程但不容忍放
挺不进步，允许选择退出但不容忍在其位不谋其政。

黑龙江省委负责人表示，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北大荒精
神，这些精神最根本的就是艰苦创业。要弘扬龙江优秀精神，
把政策用好，以良好状态干事创业、攻坚克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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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好油头化尾、煤头电尾、煤头化尾、粮头食尾、农头工尾这“五
头五尾”，把优势潜力释放出来、把内生动力激发出来，开创龙
江发展新天地。 新华社哈尔滨3月7日电

改革创新划出“振兴曲线”
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龙江实践”

本报8日讯（记者黄春英）今年，
我省将健全畜禽屠宰企业诚信管理
体系，推进追溯体系建设，在部分生
猪屠宰企业（屠宰生猪 50万头以上）
实行追溯管理试点。同时建立“黑
名单”制度和惩戒退出机制，提升畜
禽屠宰企业诚信经营能力和质量管
理水平，继续保持全省肉品质量安
全形势总体稳定，努力提高我省外
销肉品数量。这是记者从 8 日全省
畜禽屠宰行业管理工作会议上了解
到的。

据省畜牧兽医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今年，我省将坚持不懈严格监管
畜禽屠宰企业，在已开展流通领域
肉类产品追溯体系试点建设的哈尔
滨市、牡丹江市创新管理，对屠宰生
猪 50万头以上的部分生猪屠宰企业
实行追溯管理试点。并强化屠宰环
节“瘦肉精”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
组织开展生猪屠宰监管“扫雷行
动”，严厉打击无证屠宰、屠宰病死
猪、注水或注入其他物质等违法行
为，同时创新日常监管方式，实施畜
禽屠宰监管痕迹化管理。

为引导畜禽屠宰行业转型升
级，促进屠宰产能调整，我省将规范
屠宰企业准入审批，继续做好屠宰
资格审核清理，今年将再压减一批
低标准、低水平的屠宰场点。今年
我省将组织开展生猪屠宰场标准化
创建，引进先进技术，推进猪肉可追
溯体系建设和肉品质量检测体系建
设，引导规模屠宰企业延伸产业链，
推进养殖、屠宰、加工、配送、销售一
体化经营。

记者从省畜禽屠宰管理所了解
到，2016年，全省已完成定点屠宰企
业摸底和屠宰资格审核清理工作。目
前，我省屠宰行业结构得到优化，全省
有生猪定点屠宰企业 426家、大牲畜
定点屠宰企业 147家、禽类定点屠宰
企业 106家。在 426家生猪定点屠宰
企业中，年屠宰量 20万头以上的 12
家，屠宰生猪 420 万头左右，占比
42％；年屠宰量 2万头以上的 186家，
屠宰生猪 380万头左右，占比 38%；小
型厂点228家。全省大中小屠宰企业
屠宰生猪数量比例约为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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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日讯（张志杰 记者刘莉）为全面推进“12315消费
维权服务站”进商场、进市场、进超市、进企业、进景区的“五
进”工作，8日上午，哈尔滨举办了 2017年首批“12315消费维
权服务站”授牌仪式，对哈尔滨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等
20家企业进行了授牌。

据介绍，建立“12315消费维权服务站”，是维护消费者合
法权益的有效载体，将有助于构建消费纠纷自我调处机制，
提高消费纠纷的自我化解能力，促进消费纠纷和解在先。
2016年，哈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依托“12315消费维权服务
站”和解消费纠纷 8000余件，成功和解率 96.3%，为消费者挽
回经济损失200余万元。

哈尔滨推出“消费维权服务站”

本报8日讯（杨德强 记者李播）记者从 8日召开的省农
发行全省脱贫攻坚工作会议上获悉，2016年该行以服务脱贫
攻坚统揽全局，定规划、建机制、明责任、聚合力，构建了全行
全力扶贫的工作格局，累计向 28 个贫困县投放各项贷款
159.3亿元，年末 28个贫困县各项贷款余额 787.1亿元，贷款
投放额、余额位居全省金融机构首位。

省农发行深化扶贫合作，与省扶贫办签订了《政策性金
融扶贫合作协议》。与省发改委等部门联合下发实施光伏扶
贫的工作意见。与省工商联等部门联合建立了“百企帮百村
连万户”精准扶贫行动项目库。与佳木斯、绥化市政府签订
了合作协议，分别授信200亿元和407亿元，全力支持地方脱
贫攻坚和经济发展。

据悉，2017年省农发行服务脱贫攻坚工作的主要目标是：
中长期扶贫贷款增量不低于上年，中长期扶贫贷款净投放不低
于全行中长期贷款净投放的80%；28个贫困县支行都要与当地
政府签订财政涉农资金整合合作协议，28个贫困县都要投放
扶贫中长期贷款，扶贫贷款增速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省农发行为贫困县“雪中送炭”

本报讯（徐宝德 荣家莹 记者谭迎春）近日，省政府
安委办组成4个督查检查组，分赴哈尔滨、大庆、七台河、
鹤岗四个重点地区，对全国“两会”期间安全生产工作部
署和落实情况进行督查检查，确保全省重点地区、重点行
业领域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此次督查由厅级领导带队，深入市、县（区）和企业，重
点督查检查各地及企业贯彻落实国务院安委办、省政府安
委办“两会”期间安全生产工作重要部署情况；省委书记王
宪魁在省安全监管局调研时重要讲话精神和省政府领导
重要批示要求落实情况，以及全省安全监管工作视频会议
和全国“两会”期间全省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
保障工作会议精神落实情况；各地“两会”期间安全生产工
作部署落实情况；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防范措施
制定和落实情况，以及重点部位、重要场所领导带班和值
班值守等情况。着力抓重点、抓关键、抓薄弱环节，确保全
国“两会”期间我省安全生产形势平稳有序。

全省开展安全生产督查

为迎接“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的到来，从3日至7日，黑
河学院开展多项活动，带领中国师生与来自俄罗斯、吉尔吉
斯斯坦、越南的留学生们秀旗袍、品茶艺、学篆刻，共同体验
中国传统文化。

图为在黑河学院茶文化实训中心，黑河学院师生帮助外
国留学生了解中国茶文化。 赵宇 本报记者 衣春翔摄

中俄师生共度“三八”妇女节

黑龙江科技大学科大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在无人机领域不断创新，研发出多旋翼植保无人机、警用无人机、森防无人机等
多种无人机。图为师生们在对碳纤维复合材料无人机进行测试。 本报记者 邱成摄

本报讯（郝伟 尹金婵 记者曲静 杜怀宇）近日，一批
次 2000千克活扇贝经检验检疫合格由绥芬河公路口岸
顺利入境，这是我省首次进口来自俄罗斯的活海鲜。

日前，国家质检总局正式批准绥芬河口岸为进境食
用水生动物试进口口岸。该批货物进口前，绥芬河检验
检疫局向企业详细讲解我国对进境水生动物的监管要
求,指导企业进行收货人备案，及时跟进企业办理检疫许
可证,缩短审批时间，确保该批货物顺利进境。为保证快
速通关，同时保障进口鲜活水产品的质量安全，检验检疫
人员对该批货物实行快速通关模式，同时要求企业提前
建立并完善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和销售记录。

据了解，俄罗斯远东海域属于高纬度深冷海域，虾、
蟹、贝类、鱼及海参等海产品资源丰富、质量上乘，受到国
际市场认可。以往，进口俄罗斯海鲜需通过空运或绕行
青岛、上海等口岸中转，
运输时间长、成本高。
通过陆运进口，海鲜成
活率高，运输时间和经
济成本低，提高了我省
企业市场竞争力。

图为从俄罗斯进口
的扇贝。

本报记者 杜怀宇摄

我省首次进口俄活海鲜
本报讯（记者姚建平）7日清晨，齐齐哈尔日报报业集团所

属《鹤城晚报》组织策划的关注扎龙湿地直播报道活动启动，对
扎龙自然保护区一年来的保护建设成效进行全景展示。

齐齐哈尔市委市政府和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坚持严格保护
与合理利用相结合，有效遏制了过度开发湿地资源的破坏行为，实
现了湿地保护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2016年共查处破坏湿地和
非法猎捕野生动物行政案件8起。保护区积极推进完善扎龙湿地
长效补水机制，认真监测补水运行情况，配套完善补水监测手段。
2016年扎龙湿地补水从5月末开始实施到10月8日结束，补水总量

2.5亿立方米，对于当年的干旱少雨情况，补水效果更显突出。
2016年完成丹顶鹤人工繁育成活50只，全面改善丹顶鹤种源保护
环境。2016年11月中旬，鹤类繁育驯养中心新址项目竣工。2016
年扎龙生态旅游区接待国内外游客总人数约40多万人次。

《鹤城晚报》对湿地的保护发展给予热切的关注，2016年对
齐齐哈尔地区所辖 11个湿地进行了踏查采访。7日，《鹤城晚
报》采用新华社“现场云”直播平台，将扎龙湿地生态保护、鹤类
繁殖、补水机制、原住民搬迁安置等各方面工作成效进行展示。
整个报道历时3个半小时，7000多名网友关注点赞。

扎龙湿地上直播展示保护成效

本报8日讯（张英奇 记者李播）为了进一步深入贯彻《国
务院开展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
试点的指导意见》，落实好党中央、国务院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的总体部署和要求，8日，人民银行哈尔滨中心支行牵头组织召
开了黑龙江省“两权”抵押贷款试点工作推进会议。会议对全
省试点工作进展情况、取得的成效、存在的问题和中期评估结
果进行了全面通报，并对下一阶段的具体任务进行了部署。

副省长吕维峰出席会议并讲话。
“两权”抵押贷款试点是中央深改组明确要求限期完成的

重点改革任务。为此，全省“两权”抵押贷款试点工作推进会议
提出了三个方面的要求。一是要全面把握农村改革新形势、新
要求，深刻认识进一步做好“两权”抵押贷款试点的重要意义。
从全国“两权”抵押贷款试点业务量来看，我省在全国所有试点
省份中贷款总量占第一位，涉及农民数量也最多。二是要坚持
问题导向，对症下药、攻坚克难，全力做好下一阶段“两权”抵押
贷款试点工作。针对我省试点工作农地确权登记颁证进度慢
等问题，我省将采取加快确权登记颁证工作进度、加快完善农
村产权交易功能、建立完善“两权”抵押贷款风险缓释机制和研
究破解“两权”抵押流转处置难题等四项措施。三是进一步夯
实试点地区政府的主体责任，各部门要加强协调配合。

全省“两权”抵押贷款试点工作推进会强调

攻坚克难做好“两权”试点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