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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梁木
本报记者 孙伟民

3月 15日，鸡西又有51个
重点产业项目集中开复工。据
悉，该市今年产业项目“3·15”
集中开复工率为全年产业项目
总数的 57.3%，规划总投资
163.6 亿元，当年计划投资 48
亿元。其中,新开工产业项目
19项，复工产业项目 32 项,产
业涵盖石墨新材料、绿色食
品、生物医药、新能源、现代
服务业等多个领域，包括乐
新（LSG）石墨烯产业园一期、
普莱德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
及石墨深加工、贝特瑞石墨
深加工等 4 个 10 亿元以上项

目，新东昌机能性饲料加工、
珍宝岛药业鸡西二期、龙垦
红小豆深加工等 29个亿元以
上项目。

至此，该市已连续四年开
展产业项目在 3 月 15 日集中
开复工活动,吸引 22 户世界
500强、中国500强和行业领军
企业落户鸡西，助力 123个产
业项目提前一年竣工投产。

“持续打造产业项目集中
开复工，已经成为我市转型发
展的标志性号角。”鸡西市委
书记康志文说，“此举突破北
方施工‘禁区’，提前大约两个
月开工建设，有效增加产业项
目施工期，为推动产业项目早
建设、早竣工、早投产积累了

鸡西经验，打造了鸡西速度，
体现了鸡西作为，形成了鸡西
特色。”

青啤扩建感悟“鸡
西激情”

“对高寒地区的鸡西人而
言，2013年以前，都习惯于春
暖花开、暖阳高照的 5月才开
始室外施工，而今提前了两个
月！”青岛啤酒（兴凯湖）有限
公司总经理丁庆波在企业搬
迁扩建的三年里，却感悟到了
鸡西人推进产业项目建设时
不我待的创业激情。

3月 15日上午，接连两场
小雪过后银装素裹的鸡西，

又迎来了第四个产业项目
“3·15”集中开复工日。丁庆
波的这个 3 月 15 日可谓忙得
不可开交：一边是一期项目竣
工组织生产，一边是二期项目
抓紧开工建设。

“提早开复工使我们一期
项目施工期由 18个月缩短为
12 个月，节省项目管理成本
15%至 20%，2016年 10月份开
始投料生产。”丁庆波感慨地
说：“我们感觉更重要的还在
于，鸡西上下这种时不我待的
工作状态，为我们企业焕发出
创业激情。”

青岛啤酒（兴凯湖）有限
公司整体规划年产 40万千升
搬迁扩建项目建设面积 15.33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10.4万平
方米，总投资6亿元。其中，一
期 20万千升异地建设工程投
资 4亿元，二期 20万千升扩建
技术改造工程投资2亿元。项
目达产后直接安置就业 1000
人，年销售收入 10亿元，同时
拉动大米、纸箱、瓶盖、物流等
相关产业产值25亿元，间接提
供就业岗位1万个。

乐新（LSG）石墨
烯感受“鸡西速度”

一排排橘黄色卡车、高举
铁臂的钩机和威武的铲车开
进了一片银白的世界，顿时爆
竹声声、机声隆隆。

这就是鸡西乐新（LSG）石
墨烯产业园一期项目复工场
面。“我们去年一来到鸡西，就
亲历了‘没想到’的‘鸡西速
度’。”总经理助理、项目负责
人李成军介绍：2016年项目签
约后，鸡西市18个相关委办局
和企事业单位先后到有关部
门领办代办行政审批服务事
项 100余次，处理项目方在施
工和日常工作中出现的临时
事件 30余次。鸡西市经济合
作促进局、市工商局工作人员
在乐新（LSG）石墨烯项目建设
指挥部进行了现场办公到凌
晨 1点多，仅用一天半的时间
就完成了合资企业的登记注
册工作； （下转第四版）

鸡西51个重点产业项目集中开复工
连续四年实行早建设早竣工早投产推动大项目落地达产

□本报记者 车轮

有这样一位老人，生于 1922年，
95岁高龄，在护佑百姓健康、发展民
族中医药的事业上已经奋斗了 75
年。他，医德高尚，医术精湛，理论创
新，硕果累累。他，影响造就了以黑龙
江省中医药科学院为代表的繁荣的黑
龙江中医药事业。他，为国家培育了
大批中医药高级人才。他，作为我省
中医药事业的奠基人之一，鲐背之年依
然活跃在临床一线。他，传承创新的学
术思想，在龙江大地迎来蓬勃发展的春
天。他，就是全国首届“国医大师”、黑龙
江省中医药科学院张琪教授。

治学：不尚空谈重疗效，予
不自欺亦不欺人

2月 20日，媒体一行如约来到张
琪老先生家中。95岁的老先生喜欢
眯眼微笑，身体精神俱佳。接受采访
时，逻辑清晰，侃侃而谈，言语率性中
蕴含哲理。老先生像是一本耐读的
书，越读越生感慨，医之大者当如是。

1922 年，张琪出生在河北省乐亭
县。受家庭熏陶，6岁的张琪在祖父的帮
助下开始诵读《汤头歌诀》、《药性赋》、
《脉诀》等中医书籍。张琪少年开始便矢
志岐黄之术，1938年，年仅16岁的他只
身闯荡东北，辗转至哈尔滨成为天育堂
药店的学徒。1942年，他以优异成绩通
过汉医资格考试，开始悬壶济世、治病救
人的行医生涯，至今已整整七十五载。

1957年，张琪参与筹建黑龙江省
祖国医药研究所，并将肾病治疗作为
主攻方向，成为我省中医肾病发展的
奠基人。上世纪 60年代初，刚过不惑
之年的张琪就以其深厚的医学功底跻
身我省四大名医之列。改革开放后，
张琪在医疗工作基础上，主持国家
课题、培养研究生、出版著作，让更
多的年轻医生学习中医知识，造福患
病百姓。2009 年 6 月，人社部、卫生
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授予他“国医大
师”称号。

张琪精通百家中医经典，独创自己
的学术思想，积累了丰富的学术经验。然
而，老先生却说自己没拜过什么名师，靠
的是当学徒那会抓药、配药丸以及后来临
床的“多琢磨”，“我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不
主张写过多的书。注解百篇不如临床实
践一次。”他治学严谨、求真务实，翻开他
写的《临证经验荟要》，自序中有这样一段
话：“书中所录，皆源于实践，确有疗效者，
方敢书于笔端，医乃活人之道，予不自欺
亦不欺人也。”

张琪看病敢用、善用大方复方，遵
循“遵古而不泥古，要与时俱进”的原
则来继承和发展中医药。他常在古方
基础上加减化裁，创制出许多行之有
效的新方剂。1989年主持研制的“宁
神灵”，获得布鲁塞尔尤里卡国际发明
博览会银奖，至今“宁神灵”仍在临床
上广泛使用。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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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黑龙江省委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关于深入推进城市执法体制改革
改进城市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

省委发展环境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
监督举报电话：0451——84655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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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明明 本报记者 孙佳薇

2016年9月至2017年 3月间，全省社
区党组织和居委会大范围集中换届，一
批组织满意、群众认可的好人、能人、热
心人、公道人进入社区“两委”班子，人
员选配好、班子功能好、制度规范好、选
举秩序好、换届风气好的预期目标圆满
实现。

为摸准社情民意做足功课，为
确保换届质量细致指导

社区“两委”换届工作启动前，全省各
级组织、民政部门围绕社区工作现状、党
员群众选举意向、候选人参选意愿、居民
关注和影响选举的问题等，进行了深入细
致的大走访、大摸底，对排查出的选举重
点难点社区逐一制定工作方案，多措并举
化解矛盾，通过领导包干、部门包扶、先进
带后进等方式，对 241个软弱涣散社区党
组织先行整顿再换届，努力为“两委”换届
搭好桥、铺平路。省委省政府制定下发了
全省城市社区“两委”换届工作指导意见，
明确了目标任务和工作程序，压实了责任
分工，严肃了换届纪律。13个市地全部制
定“两委”换届工作实施方案，明晰了推进
步骤、具体措施、应急预案，确保了“两
委”换届工作依法、规范、有序运行。省
委组织部、省民政厅共同编印并由中国
社会出版社出版了《黑龙江省城市社区
党组织和居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指导
手册》，举办全省社区“两委”换届选举示
范培训班，对近 200名组织、民政干部进
行了集中培训，增强了这些换届骨干力
量的政策把握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全
省市、区、街道通过层层分级培训，共培
训相关人员 1.5万人（次），把压力传导到
每名干部的肩头。齐齐哈尔等地还制定
《关于社区换届选举有关问题的说明》，
解答候选人条件、选举回避、选举会议有
效性等疑难、敏感问题80个，为基层操作
提供有效借鉴和遵循。

让参与者清清白白参选，让党
员群众明明白白选人

全省自上而下成立了社区“两委”换
届选举工作领导小组，整合组织、民政、
财政、审计等部门力量，对有换届选举
任务的社区和“两委”成员进行届满审
计，做到“财务家底盘清，各项收支结
清”。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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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19日电（记者李忠
发）国家主席习近平19日在人民大会堂
会见美国国务卿蒂勒森。

习近平指出，当前，中美关系发展面
临重要机遇。我同特朗普总统通过通话
和通信保持着良好沟通。我们都认为，
中美两国完全可以成为很好的合作伙
伴。只要双方坚持这个最大公约数，中
美关系发展就有正确方向。希望双方按
照我同特朗普总统达成的共识和精神，
加强高层及各级别交往，拓展双边、地
区、全球层面各领域合作，妥善处理和管
控敏感问题，推动中美关系在新起点上

健康稳定向前发展。
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对两国、对世

界都很重要。双方要本着对历史、对子
孙负责的精神把握好中美关系的发展方
向。要加强战略互信，增进对彼此的认
知。中美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合作是
双方唯一正确选择。要从长远和战略角
度看待中美关系，拓展合作领域，实现互
利共赢。要加强地区热点问题上的沟通
和协调。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
切，维护中美关系大局稳定。要鼓励和
扩大两国人民友好往来，不断夯实中美
关系的社会基础。

蒂勒森转达了特朗普总统对习近
平主席的问候，表示特朗普总统高度
重视同习主席的通话联系，期待着尽
早举行两国元首会晤，并有机会对中
国进行访问，为美中关系未来 50 年的
发展确定方向。美方愿本着不冲突不
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发展
对华关系，不断增进美中相互了解，加
强美中协调合作，共同应对国际社会
面临的挑战。

习近平请蒂勒森转达对特朗普总统
的问候，并欢迎特朗普总统来华访问。

国务委员杨洁篪等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美国国务卿蒂勒森

位于肇东市经济开发区的黑龙江双丰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引进欧美先进技术，打造国内最先进的“低速高产量塑料
平膜拉丝机组”生产线，生产各种规格的彩印包装袋以及其他各种塑料编织袋。其独有的中空技术与内粘技术使编织袋
的强度增加，质量显著高于同类产品，产品竞争能力强。公司年产各种塑料编织袋1300万条，年产值达3000万元。

车彦旭 霍永祥 本报记者 苏强摄

本报讯（张英奇 金明慧
记者李播）人民银行哈尔滨
中心支行积极引导金融机
构践行普惠金融服务理念，
通过扩大金融服务覆盖面，
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手段，
完善金融基础设施等措施，
有效改善了“三农”、小微企
业、扶贫、创业就业等薄弱环
节金融服务质量，进一步拓
展了普惠金融服务的广度和
深度。

充分运用再贷款、再贴
现、定向降准等货币政策工
具，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对涉

农、小微企业、贫困地区等
薄弱环节的信贷投放。去
年，全省人民银行累计发放
支农再贷款 109 亿元，支农
再贷款限额创历史新高；累
计办理票据再贴现 124.8 亿
元，发放首笔常备借贷便利
工具 52 亿元，均重点投向

“三农”和小微企业。
人民银行哈尔滨中心

支行争取国家五部委和省
政府联合出台了《黑龙江省

“两大平原”现代农业综合
配套改革试验金融改革方
案》，全面启动了现代农业

金融改革工作。先后出台
了金融支持现代农业、小微
企业、民营经济、脱贫攻坚
以及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
本指导意见，推动实施了

“互联网+普惠金融”行动计
划，提高弱势群体信贷资金
的可获得性。

截至去年末，全省涉农
贷款、小微企业贷款、助学
贷款、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
贷款增速分别高于全部贷
款增速 0.6、6.1、28 和 22.7 个
百分点，其中涉农贷款占全
部贷款的比重达到 44.2%。

全省 28 个贫困县贷款余额
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6.8
个百分点。

引导金融机构以小额
担保贷款为抓手，加大对创
业就业的信贷扶持力度，大
力发展大学生创业担保贷
款业务，积极拓展生源地信
用助学贷款业务。去年，全
省累放小额担保贷款 10.5
亿元，扶持了 1.8 万人创业
就业；累放国家助学贷款和
大学生创业担保贷款 5.8 亿
元，支持了 7.6 万名大学生
求学和创业。

全省金融机构着力“帮小扶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