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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26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 26日分别致信
祝贺中俄科技创新年开幕。

习近平指出，中俄互为最大邻国。
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之际，中俄两
国和衷共济、守望相助，如期举办中俄科
技创新年，充分体现了中俄新时代全面
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
相信中俄携手抗疫、共克时艰的成功实
践，必将转化为加强两国交流合作的强
大动力。

习近平强调，中俄作为负责任的世
界大国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大国，
要顺应时代大潮、把握发展大势，推动两
国科研工作者和科技界开展全方位、多
层次、宽领域交流合作，为推动全球治理
体系变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普京在贺信中表示，科技创新是当
前俄中两国最富前景的合作领域之一，
决定着两国发展的未来，影响着两国人
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此次科技创新年框

架下活动内容丰富，包含科研、展览、学
术交流等一系列合作项目，特别是两国
政府、医学和科研部门就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开展密切合作，取得一系列重要成
果，具有广泛影响。衷心祝愿科技创新
年成功举办，不断为俄中新时代全面战
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增添新内涵。

2019年 6月，习近平主席访问俄罗斯
期间，同普京总统共同宣布 2020年、2021
年举办中俄科技创新年，这是中俄两国首
次举办以“科技创新”为主题的国家年。

习近平同普京分别向
中俄科技创新年开幕式致贺信

新华社北京8月26日电 中国人民警察警旗
授旗仪式 26 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中国人
民警察队伍授旗并致训词，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人
民警察致以热烈的祝贺。他强调，我国人民警察
是国家重要的治安行政和刑事司法力量，主要任
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
民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
产，预防、制止、惩治违法犯罪。新的历史条件
下，我国人民警察要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
正、纪律严明，全心全意为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而努力工作，坚决完成党和人民
赋予的使命任务。

人民大会堂北大厅气氛隆重热烈。红色背景板
上，“中国人民警察警旗授旗仪式”字样格外醒目。
300余名身着警礼服、特警战训服的人民警察身姿
挺拔、精神抖擞，整齐列队。

10时30分，授旗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
仪仗队员护卫着中国人民警察警旗，正步行进

到主席台前。习近平分别向公安部部长、总警监赵
克志，国家安全部部长、总警监陈文清授旗。赵克
志、陈文清向习近平敬礼，从习近平手中接过中国人
民警察警旗，面向全场展旗。全场人民警察向警旗
庄严敬礼。

随后，习近平致训词。他指出，长期以来，在党
的领导下，我国人民警察牢记宗旨使命，忠诚履行职
责，勇于担当作为，甘于牺牲奉献，为维护国家安全、
社会稳定、人民利益作出了重大贡献。实践证明，我
国人民警察是一支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有坚强
战斗力的队伍。

（下转第六版）

习近平向中国人民警察队伍授旗并致训词强调

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
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

为全面反映全省上下牢记习近
平总书记嘱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决战脱贫攻坚、推动全面振兴全方
位振兴的大局大势，把握常态化疫
情防控条件下经济社会发展实际，
充分表达龙江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奔
小康的坚定信念、非凡历程和辉煌
成就，激励全省人民万众一心夺取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后胜利，按
照中宣部总体部署，结合我省组织
开展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走城入
县访村”调研活动，从即日起，本报
推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百城千县
万村”调研行》专栏。力求通过深入
基层、融入群众、践行“四力”，从一
人一事、一户一企，从一个个侧面、
一个个事例，用笔端、镜头、影像，讲
好龙江小康故事、发展故事、振兴故
事，阐释我省在经济发展、民主法
治、社会进步、文化领域、生态文明
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的巨大进
步，展示龙江人民身边和眼中的民
生变化，生动体现百姓实实在在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开栏的话

□本报记者 刘晓云

从牡丹江驱车 11公里，就到
了海浪河南岸的西安区海南朝鲜
族自治乡中兴村。

漫步村里，入目即是风景。
飞檐蓝瓦的白色砖房，一排排粉
饰一新的朝鲜族民居与绿树、湖
水、稻田交相辉映，宛如一幅舒适
惬意的田园画卷。

优美的环境，别样的体验，让
慕名而来的游客流连忘返。游客
们不一定知道，中兴村曾是典型
的朝鲜族“空壳村”，90%的村民
长期在韩国及我国青岛、威海、大
连等城市打工，一度面临土地没
人种、房屋没人住、老人没人养、
富村富民没门路的困境。

如今的中兴村，先后被评为
国家级“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全
国首批乡村旅游重点村”“省乡居
旅游目的地”。 （下转第四版）

有景有人有钱赚
牡丹江中兴村从“空壳”迈向“中兴”

游客在村民指导下做朝鲜族特色泡菜。
本报记者 刘晓云摄

昔日

典型的朝鲜
族“空壳村”，90%
村民长期在外打
工，土地没人种、
房屋没人住、老
人没人养、富村
富民没门路。

如今

村集体积累
从 2007 年的 107
万 元 增 加 到
2019 年资产 436
万元，上一年度
农村经济总收入
实现 5298 万元，
人均纯收入达到
2.5万元，位居全
区各村首位。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集体学习发言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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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人才从严重流失到出现回流

“东轻”是怎么做到的？
详见第三版

本报26日讯（袁长焕 记者黄春英）省气
象台 8月 26日 11时发布风雨天气预报：8月
27日-28日，受第 8号台风“巴威”减弱为温
带气旋影响，全省自西南向东北将有一次明
显风雨天气，27日下午至夜间为风雨最强时
段。同时发布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信号。

8月 27日-28日，伊春、绥化、大庆、哈尔
滨、鹤岗、佳木斯、双鸭山有大到暴雨，个别乡
镇有大暴雨。27日全省大部有6级～7级风，
其中绥化、大庆、哈尔滨、牡丹江西部阵风可
达8级～9级；28日全省大部4级～5级风，阵
风6级～7级。

27日 18时至 28日 18时，中部部分地区
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较高，提前发布铁力
市、庆安县、北林区、望奎县、青冈县、兰西县、
呼兰区、北安市、海伦市、拜泉县、明水县、孙
吴县、逊克县、伊春市带岭区、南岔区中小河
流洪水气象风险黄色预警信号，嫩江市、抚远
市、通河县、依兰县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蓝
色预警信号。需注意预防。

防范 中小河流洪水

本报26日讯（徐宝德 记者谭迎春）26
日，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下发通知，自27日8时
起，全省启动防汛Ⅳ级应急响应。

根据中央气象台和我省会商研判，预测8
月 27日-28日，第 8号台风“巴威”将入境我
省，全省自南向北将有明显风雨天气，中东部
地区有大雨，局部部分地区有暴雨，累计降水
量 40~70毫米，局部地区可达 100~180毫米，
并伴有6~8级大风。

依据《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
发黑龙江省防汛应急预案等 3部应急预案
的通知》的有关规定，经省防指领导同意，省
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 8月 27日 8时启动
防汛Ⅳ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市地和成员单位
按照预案规定做好相关工作。

启动
防汛Ⅳ级应急响应

本报26日讯（记者王坤）26日下
午，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文涛主持召开
省政府专题会议，就全面提升全省网
上政务服务质量和效能，加快推进网
上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和“跨省通办”
工作进行部署安排。

会议指出，要把加强网上政务服
务能力建设，作为提高政府治理能力
和治理效能的重要举措，作为打造市
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办
事不求人”特色政务品牌的有力抓手，
依托全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大力
推进“网上办、一次办、我帮办”，促进

“一网通办”服务事项和服务质量明显
改进，全面提升网上政务服务的便利
性、网办深度、服务事项覆盖度、办事
指南准确度。

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按照国
务院工作部署，对标先进地区经验做
法，认真查找自身存在的不足和问题，
明确时限，强化整改。要以更多政务
服务事项“一网通办”和“跨省通办”为
改进提高目标，将各地各部门自行管
理的政务服务系统资源进行有效整
合，加快与黑龙江政务服务网对接，对
标全国政务服务统一标准和流程，全
面提升网上政务服务质量。除正常行
政审批许可外，要将更多公共服务事
项纳入网上服务范围，让群众和市场
主体获得感更强。要明确办理时限，
提高服务效率和效能，以网上政务服
务整体能力提升，推进“放管服”改革
深化，练好服务型政府基本功。

会议强调，要成立推进专班，强化
考核，加强网上政务服务能力建设组织
领导。在哈尔滨新区政务服务中心加
挂“省级行政审批综合受理中心”牌子，
作为省级政府服务事项线下统一受理
窗口。要比照国家评估指标体系，预先
对各地各部门进行第三方评估，强化自
查自纠。要对标先进地区，复制推广对
口合作的广东省成熟经验。

程志明、孙喆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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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26日讯（记者薛婧 李爱
民）26日，深哈公司举行深哈产业园
综合展览中心开馆仪式。

据了解，综合展览中心建筑面
积约 8800平方米，主体建筑为两个

相互环抱交织的形体，以隐喻深哈
两市“携手共进，创智未来”的设计
理念。建筑形体形似江边的冰块，
通过玻璃幕墙和铝板营造现代动感
的氛围。 （下转第三版）

深哈产业园综合展览中心试运营

本报记者 杨廷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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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6日，中国人民警察警旗授旗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向中国人民警察队伍授旗并致训词。这是习近平向中国人民警察队伍授旗。 新华社记者 鞠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