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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改革与公司治理》
主讲人：周放生（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国资委企业改革局原副局长）

1、网上联合年报及共享系统网址
http://lhnb.mofcom.gov.cn/；

2、年报主体为我省区域内，依法设立并登记注册、获得
法人资格的外商投资企业。2016年度及以前注册成立的外
商投资企业均须在规定时间内提交和填报年度报告，2017
年度批准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自下一年度起填报；

3、年报内容为 2016年度外商投资企业经营信息及有
关基础信息变更情况；

4、年报时间为2017年4月1日至6月30日，并可在6月
30日前对错误、遗漏的信息进行更正；

5、企业填报的信息情况，将在网上联合申报及共享
系统中以适当方式向社会公示。对未按时、如实申报
年度报告或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
企业，联合年报各部门将密切沟通并按照各自职能依
法处理；

6、各相关部门联系电话：
省商务厅：87708134 省财政厅：53600616
省国税局：53611118 省地税局：53602443
省质监局：87979281 省统计局：82622259

2017年5月19日

黑龙江省商务厅 黑龙江省财政厅
黑龙江省国税局 黑龙江省地税局
黑龙江省质监局 黑龙江省统计局

外商投资企业信息联合年报公告
根据国家《商务部、财政部、税务总局、质检总局、统计局关于开展2017年

外商投资企业年度投资经营信息联合报告工作的通知》（商资函［2017］130号）
精神，我省即将开展外商投资企业年度投资经营信息联合报告工作（以下简称
联合年报）。现公告如下：

□文/摄 本报记者 车轮

日前，记者见到了中国
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
所动物疫病诊断中心主任、
动物病原监测与流行病学研
究团队首席科学家蔡雪辉，

刚获得全省劳动模范称号的
他，仍然带着学生在实验室
忙碌。他一边放下手中的试
验一边笑着对记者说：“我就
是个搞应用研究的，实验室
和生产实际是我的工作岗
位。”他一直专注于自己的研

究领域，办公桌上总是放着
厚厚几摞专业书籍，摊在桌
面上的是他正在看的国外专
业期刊。

蔡雪辉长期从事猪繁殖
与呼吸综合征（PRRS）防治
技术研究及其应用基础研究，
通过他与同事的多年努力，在
猪蓝耳病的防控研究上取得
了一系列科研成果，并获得
多项奖励。1995 年，在国内
某地暴发病因不明的，以母
猪繁殖障碍和仔猪呼吸道症
状为主要特征的重大疫情。
蔡雪辉所在团队迅速开展了
此疫情病因调查和病原检
测，1996 年，确诊此次疫情
是国际上正在流行的“猪蓝
耳病”，并分离鉴定了国内
第 一 株“ 猪 蓝 耳 病 病 毒
（CH-1 株）”。“1987 年，猪蓝
耳病首先在美国暴发，随后
在欧美流行开来。”蔡雪辉
说。在随后的十年里，他带
领科研团队研发预防猪蓝耳
病的系列疫苗，“作为一名
科研人员，每一次科研上的
进展都是多次挫折和失败的
结果。”2005 年，当国内第一
个猪蓝耳病的灭活疫苗研发
成功时，蔡雪辉终于露出欣

慰的笑容。
然而，研究与创新一定

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
“其实，作为科技人员，在研
究与创新之路上，往往会囿
于已有的研究成果。”蔡雪辉
告诉记者，从 1996年开始，研
究了十余年的“猪蓝耳病”，
他自认十分了解，从没想过
自己会因“了解”而“吃亏”。
2006 年，我国暴发“猪高热
病”疫情，造成中大猪的急性
死亡，与侵害母猪和仔猪蓝
耳病明显不同，凭以往的经
验他推测应该与“猪蓝耳病”
无关。由于受这种固有想法
的影响，使他延误分离鉴定

“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病原”的
时机，此事对他触动很大，

“科研创新永无止境，万不
可囿于固有，止步不前。”于
是，他带领研究团队总结经
验，通过努力于 2007 年研制
成功了猪蓝耳病的活疫苗。

蔡雪辉常说，“只有经过

生产实际的检验和认可的科
研成果才是真正的科研成
果。”他和他的团队一边在实
验室研究，一边将科研成果
应用于生产一线，多年来，他
积极深入基层传授疫病防控
技术、推广科技成果，足迹从
我省延伸到全国各地。2012
年以来，进行科技讲座 30 余
次，培训基层技术人员 970人
次，使猪蓝耳病的防控技术
成果快速服务于生产实际，
产生的直接经济效益累计达
11 亿元，间接经济效益数百
亿元。

为了使哈尔滨兽医研究
所更多的科研成果快速转化
为生产力，服务于生产实际，
蔡雪辉积极组建哈尔滨兽医
研究所动物疫病诊断中心，
2011 年诊断中心正式面向社
会服务，6年来为我省养殖企
业的疫病诊断与防控发挥了
重要作用。作为诊断中心主
任，他积极促进中心管理规范

化和国际化，2014年该中心通
过国家实验室认可委员会的
CNAS认可，是国内较早通过
该认可的兽医诊断实验室，成
为国际承认的动物疫病诊断
中心。

科技创新要敢于攻坚克
难，作为科研人员，蔡雪辉从
未忘记这一使命。蔡雪辉先
后获得“国务院特贴专家”和

“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
号、成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
程”入选者、我省科技领军人
才、我省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
我省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可他内心仍念念不忘现阶段
的研究工作，NADC30毒株的
流行、伪狂犬变异毒株出现、
变异病原的致病机制、新型
疫苗的研发等等，这些课题
排满了他的工作日程。他
说，这条研究与创新之路，他
会一直走下去。

图为蔡雪辉在指导学生
做试验。

“科研不可囿于固有 要勇于创新”
记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动物疫病诊断中心主任蔡雪辉

□本报记者 王彦

刘广军，先后从事过采油工、站长、采油维修工等
工作，现任大庆油田第二采油区采油 49队采油班班
长。30年来，他结合生产实际，刻苦钻研，不断提高技
能水平和岗位创新创效能力，获得过黑龙江省创新能
手、油田公司创新创效明星、油田公司杰出员工等多项
荣誉。

向创新要效益

刘广军有一个称号——“创效能手”。工作中，他
以为员工解难、为企业创效为己任，从小处着眼创新创
效，在解难题上创新创效，在服务生产上创新创效。

由于聚驱井负荷大，毛辫子断裂情况时有发生，而
更换毛辫子是一项费时费力的工作，需要2人2个多小
时才能完成。为了提高劳动效率，刘广军先后研制了
毛辫子吊装工具和液压毛辫子加工台，两项革新成果
使制作安装毛辫子仅用 1个人、40分钟就能完成。制
作出来的毛辫子钢丝绳股与股之间受力均匀，延长了
毛辫子使用寿命，解决了普通毛辫子易断裂和易缠绕
的问题。

两年来，刘广军先后取得技术革新成果41项，有9
项获油田公司重大技术革新成果奖，有 8项在全油田
推广应用，累计创效 4600万余元。仅“毛辫子吊装工
具”一项在大庆油田所有采油队推广应用774套，年创
经济效益 1800万余元。作为采油二厂技师之家采油
之家会长，协助厂里组建创新创效基地，成立革新成果
转化示范区，整合应用革新成果 50项，提高机采井系
统效率2.6个百分点，平均单井年节电5000度。

小工具解决大困难

“一名好工人，既要有强烈的责任心，更要有熟练
的生产技能。”在注重书本知识学习的同时，刘广军更
是把生产实践作为学习的最好课堂，把生产过程中遇
到的具体问题当作最好的习题，把解决困扰生产的难
题作为研究的最好课题，把生产岗位作为理论结合实
际的最好平台。

通过不断学习与反复实践，刘广军不但精通采油
工、集输工、采油维修工的专业知识，而且熟练掌握了
计算机应用、电工、机械设计、钳工、电焊等相关技术。
他平时爱收集一些小配件，随身携带一些常用的小工
具，遇到问题就去琢磨，看到破损就动手修理。每当大
家遇到难题，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刘广军，他也总能找到
方法，使难题迎刃而解。

他可以根据设备异常响声判断故障原因，可以根
据电流变化分析井下状况，可以把破损工用具或零部
件修复改造成多功能工用具，可以用车床为职工车出
各种工用具配件，可以独立完成一项革新的设计、绘图
到机械加工。凭着高超的技能和强烈的岗位责任心，
近年来刘广军先后为厂及油田兄弟单位跨行业、跨工
种解决各类难题200多个；探索总结刘广军工作室“五
位一体”管理模式（技术传授、技术输出、生产维修、革
新研发、成果推广），共总结巧换毛辫子、智取断杆螺
丝、快速校正电动机等绝活 23个，有效提高了工作效
率。其中利用堆焊技术维修减速箱，年节约更换减速
箱费用近200万元。

倾情奉献的“传技高手”

刘广军还是员工眼中的“好师傅”、“好教员”，育人
不倦，甘为人梯。作为油田公司采油技能专家、技能鉴
定考评员、革新成果评审员，刘广军倾其所学助力员工
技能提升，将自己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徒弟。

利用“刘广军工作室”的资源优势，他探索实施“互
动式培训法”，员工有难题，随时授课，随时讲解，累计
义务培训6400余人次，所教授的学员中有23人被聘为
高级技师、技师，有 19人被评为公司、厂级技术能手，
85人成为生产骨干，27人走上管理岗位，2015年被评
为厂首批“十大金牌师徒”。

作为厂采油分会会长，刘广军开办“创新大讲
堂”，先后开展“阀门维修与使用”、“维修工操作经验
与技巧”、“革新十要素”等专题培训，为全员技能提
升做出了突出贡献。参加油田公司“创新创效、我行
我秀”活动，面对全油田职工传授技术绝活、交流革
新经验。

论学历，刘广军只是一个技校毕业生；论职
务，刘广军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采油工。但刘广
军相信，只要不断探索、不断创新，发扬工匠精
神，平凡的岗位照样可以实现不平凡的价值。

“创效能手”
刘广军

本报18日讯（记者董晓
楠 高海涛）清风柔和，阳光灿
烂。18 日 13 时，老年日报杯
路氏八段锦全国大奖赛启动
仪式在哈尔滨市举行，300余
名读者见证了这一时刻。

为了更直观地展示路氏
八段锦功法，20名哈尔滨赛区
路氏八段锦参赛选手精神饱
满地进行了功法展示。随着

音乐的节拍，选手们或动或
静，将整套功法演绎得如同行
云流水一般，精彩的展示，牢
牢地吸引住现场观众的目光。

本次老年日报杯路氏八
段锦全国大奖赛的目的是倡
导全民健身，大力推动我国全
民健身事业，传承中国传统文
化，强健国人体魄。本次大赛
将会在老年日报全国各发行

站举行。希望能通过本次活
动，让更多的老人学习路氏八
段锦，强身健体，养生保健。

黑龙江省体育总会广场
舞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施钢在
致辞中表示，本次大赛对于倡
导全民健身，提升全社会的体
育意识有着积极作用，希望老
年人能通过本次活动建立健
康积极的生活态度。路氏八

段锦传承人、路氏八段锦全国
大奖赛名誉顾问康荣会现场
还向与会嘉宾和读者，介绍了
八段锦的历史和路氏八段锦
功法。

据悉，本次赛事覆盖城市
将超过 100个，参赛人员超过
10万人。活动为期一年半，大
赛分为海选、入围赛、晋级赛、
半决赛、总决赛。

老年日报杯路氏八段锦全国大奖赛启动
本报18日讯（记者姚建

平）18 日上午，由齐齐哈尔
日报报业集团联合富裕县
龙腾生态温泉度假庄园有
限责任公司、齐齐哈尔琪鹤
源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携手
创立的黑龙江鹤家乡旅游
集团正式揭牌成立。黑龙
江鹤家乡旅游集团成立，将
进一步做大做强线上、线下
的新报业旅游，通过湿地文

化游、冰雪文化游乃至全域
旅游，推动文化旅游的融合
与发展。

黑龙江鹤家乡旅游集
团的成立，将整合齐齐哈尔
市媒体、景区、旅游商品、纪
念品生产企业的优势资源，
迈出多产业融合发展的新
路子，将形成旅游产业发展
新的强劲动力，吸引更多的
游客来到鹤城。

黑龙江鹤家乡旅游集团成立

本报 18 日讯（吕畅 记
者那可）18日，省公安厅组织
召开了全省公安机关在农村
地区开展“打黑除恶、治安扶
贫”专项行动电视电话会
议。决定自 2017年 5月 20日
至 2018年 5月 20日在全省农
村地区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据悉，行动期间，公安机
关将对以下情况采取多种措
施和手段，依法严厉打击，即
破坏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影
响扶贫脱贫工作，侵吞农村
集体财产，通过霸选贿选等

方式干扰农村基层选举、把
持农村基层政权的“黑村官”
和恶势力；长期盘踞农村，欺
行霸市、敲诈勒索，暴力收取
保护费、看场费，破坏正常经
营秩序的市霸、行霸；控制农
村地区客运货运线路、抢拉
客源、抢占货源、非法经营、
暴力打压竞争对手的路霸、
货霸；暴力霸占、垄断农村采
矿、采沙、林业、渔业等领域
的矿霸、沙霸、渔霸和暴力讨
债等犯罪团伙。省打黑办举
报电话0451-82897127。

打黑除恶 治安扶贫

我省开展农村地区专项整治行动

近日，黑河学院人文传媒学院举行2017年校园招聘会，来自北京、深圳等全国各地25家用人单位走进校园，为应届毕
业生提供了涵盖教育、金融财经、工程技术和管理服务等多个专业、近千个用人岗位。 邱齐龙 本报记者 邵国良摄

（上接第一版）重点检查环境质
量呈现恶化趋势的区域流域及
整治情况；重点督察地方党委
和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环保不作
为、乱作为的情况。督察组结
合日常监管中发现的重点环境
问题，国家和省委省政府重点
督办事项、群众关心关注的难
点热点问题和 12369信访举报
平台等，多渠道收集地方环境
管理方面的信息资料，建立了
督察线索清单，共梳理共性问
题9大项、个性问题64项，使督
察工作有的放矢。督察主要采
取听取汇报、调阅资料、走访问

询、座谈调研、受理举报、现场
抽查、下沉督察等方式开展。

据了解，我省对环境保护督
察工作非常重视。一是建立环境
保护督察机制。2016年5月，省
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出台了
《黑龙江省环境保护督察方案（试
行）》，督察对象为设区的市党委
和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并下沉至
部分县级党委和政府及其有关部
门。从2016年开始，每年对全省
40%的市（地）开展环境保护督察，

督促各地政府进一步推动发展方
式转变，全面提升省内生态文明
建设水平。二是成立组织机构，
成立由多个部门为成员的5个省
委省政府环境保护督察组。三是
强化督察权威。省委省政府环境
保护督察组向有关市党委政府进
行反馈，并通过当地主要新闻媒
体进行宣传报道。

据悉，结合中央环境保护
督察和省委省政府督察方案要
求，我省将进一步明确督察重

点，细化督察流程，确保督察取
得实效。同时将进一步加大后
督察力度，适时组织开展督察

“回头看”，督促各地落实整改
要求，切实解决突出环境问
题。对进展缓慢的地市或部门
将实施预警。今年，我省还将
以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
整改为重点，对鸡西、七台河等
4 个市开展省级环境保护督
察，在前两年督察的基础上，实
现环境保护督察全覆盖。

我省通报对5地市环境保护督察情况

本报讯（张谪 姜久明
记者吴利红）近日，我省交通
运输部门集中开展了国省干
线公路路域环境专项治理活
动并取得阶段性成效，实现
各类案件零投诉、零曝光，群
众满意率达到98%以上。

本次整治行动根据管辖
范围内涉路的违法行为开展
了针对性治理。其中，以国
省干线公路为重点，开展规
范公路沿线平交道口设置，
对未按照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进行搭接或有其他违法行为
的提出整改处理意见，集中
管控影响路容路貌和路域环
境的乱占、乱堆、乱放、公路
飘洒、违规涉路施工等违法
行为。同时，建立健全治超
工作的长期有效机制，推进
超限联合整治。此次活动有
效遏制了城乡出口公路两侧
及过境路脏、乱、差等现象，
保证了公路的安全通畅，为
群众出行提供了整洁、安全、
优质的公路运输环境。

实现零投诉零曝光

国省干线公路治理成效显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