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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1日电 经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批准，中央军委日前印发《现役
军官管理暂行条例》，以及《现役军官选拔
补充暂行规定》、《现役军官教育培训暂行
规定》、《现役军官考核暂行规定》、《现役军
官晋升任用暂行规定》、《现役军官交流暂
行规定》、《现役军官退役暂行规定》、《现役
军官待遇级别管理暂行规定》、《专业技术

军官管理暂行规定》、《关于推进军官岗位
管理的意见》、《关于推进军官职业发展路
径管理的意见》、《关于规范军官制度改革
中等级转换办法和过渡政策的通知》等配
套法规，均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现役军官管理暂行条例》及相关配套
法规，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

想，坚决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全面落实新
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
领导，坚持聚焦备战打仗，着眼建立中国特
色军官职业化制度，调整重塑军官等级制
度，创新完善军官分类管理、服役、职业发
展管理、待遇保障等制度，为加强新时代军
官队伍建设提供了基本遵循和制度支撑。

（下转第三版）

经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批准

中央军委印发《现役军官管理
暂行条例》及相关配套法规

新华社北京1月1日电 2021年1月1
日出版的今年第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 2017年 1月 18日在联合国日内瓦总
部的演讲《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文章强调，人类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
大调整时期，也正处在一个挑战层出不
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世界怎么了、
我们怎么办？这是整个世界都在思考的

问题，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让和平
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
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
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
当。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实现共赢共享。

文章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
键在行动。国际社会要从伙伴关系、安全
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等方

面作出努力。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
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
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
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建设
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建
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

文章指出，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
好，世界才更好。面向未来，第一，中国维
护世界和平的决心不会改变，第二，中国

促进共同发展的决心不会改变，第三，中
国打造伙伴关系的决心不会改变，第四，
中国支持多边主义的决心不会改变。

文章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
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
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中国愿同联
合国广大成员国、国际组织和机构一道，
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
程。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文章《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联顺生物牵动力有多大
年度计划投资 13 亿，至 2020 年 12

月 23日已完成投资 23亿。这个惊人的
数据来自位于七台河市江河经济开发
区的黑龙江联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
物制药项目。

“10 月份施工黄金期，我们平均每
天拿出 1000 万元用于设备订购、安装、
加工和土建。”黑龙江联顺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党委书记马融说。

近年，七台河市“换道超车”，大力
发展“六大产业”。生物医药产业是七
台河市的主攻方向之一。

经过不懈努力，七台河市于 2019年
成功引进联顺生物制药项目，将其视为
新的立市项目。

投资实施这一项目的北京泰银集
团是一家致力于原料药、预混剂和饲料

添加剂研发、生产和销售的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销售网络辐射国内 30 多个中
心城市及国际主要销售市场，远销世界
80多个国家和地区。

泰银集团在七台河市注册成立了
黑龙江联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投
资 120 亿元的联顺项目是以发酵类原
料药为主的生物医药项目，建设规模
发酵体积 10 万立方米，分两期共 6 年
完成建设。

“按目前的建设速度，我们一期工
程的 2 条生产线将在今年 7 月投产，其
余生产线也将陆续投产，年底可达 2000
吨产能，实现产值 5.2 亿元，上缴税金
3000 万元。预计 2022 年可实现产值收
入 24 亿元，上缴税金 1.2 亿元。项目全
部建成投产后，年可实现产值收入约
242 亿元，利润 53 亿元，上缴税金约 16
亿元，安置就业 5000人。”马融说。

联顺生物制药项目的推进，很大
地带动了七台河当地的就业。随着疫
情防控进入常态化，2020 年 6 月起，联
顺生物公司工地上经常性有 1500 人同
时施工。进入冬季施工期，工地上仍然
有七八百人在施工。“今年企业的生产
用工将达到 2000 多人。”马融向记者介
绍说。

为了配合联顺生物制药项目的需
要，七台河市职业技术学院开设了生
物制药相关专业，定向为联顺生物招
培技术工人。联顺生物招录的 600 余
名工人已分批派到公司生产基地培训。

一个项目可以带动一个产业，一个
产业可以带动一座城市。可以想见，联
顺生物制药项目投产后，包装、物流、运
输等相关下游产业势必跟进，项目带动
效应将更加显著。

（下转第三版）

七台河 固投增速强劲 蓄能城市转型

2020年前11个月，七台河
市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增 速 达 到
47.7%，领跑全省。其中，产业项
目投资占比过半。

七台河市坚持“项目为王”
理念，把项目建设作为主战场，
紧扣目标冲、创造条件上，迎着
困难干，在项目推进上创造了

“七台河速度”。
今天的投资，就是明天的产

业和民生福祉。固定资产投资
增速强劲，为七台河转型发展、
高质量发展积攒了强大后劲。

□本报记者 文天心

□本报记者 韩丽平

日前，哈尔滨变压器有限责任公
司（简称哈变公司）装配车间的工人
们抢出一份“大活儿”：4台 220千伏
变压器和1台110千伏变压器产品已
经打包装运，发往浙江、河北等地。
这个原本需要三个月完成的订单，员
工们加班加点，关键工序 24小时运
转，最终仅用了一个半月就完成了生
产，受到用户好评。截至目前，2020
年第四季度哈变公司已完成产值
1.03亿元，销售收入 1.45亿元，分别
比2019年同期增长145%、206%。

常规性油浸式变压器占主导地
位；首台双分裂变压器、首台发电机
变压器、首台应用于海上风电项目的
产品成为新亮点……2020 年，哈变
公司克服疫情等不利因素影响，不断
完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加大精细
化管理，降低运营成本，大力研发新
产品，在 110/220 千伏变压器基础
上，着力开发 500/1000 千伏变压器
作为哈变公司今后主流产品，提升
企业利润空间，真正实现向科技、生
产管理要效益。全年可完成产值4.2
亿元，销售收入 4.1 亿元，利润 1200
万元；分别完成年初计划 123%、
120%、120%。全年回款 3.5亿元，创
历史新高。

作为哈尔滨市骨干企业，哈变公
司在加快形成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
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
产品在输变电网络系统中的占比不
断提高，同时深入拓展产品在光伏、
风电、核电等新能源市场的应用。
2020 年，哈变公司所在的哈尔滨工

投集团销售收入同比增加20%；利润
完成 2亿多元，同比增长 59%，较全
年 1亿元的目标增长 100%。来自哈
尔滨市统计局的数字显示:2020年1~
11 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2.9%，7个月实现当月正增长，其中
11月增长21.8%。

为有效应对疫情影响，2020 年
哈尔滨市在深入贯彻国家、省疫情防
控惠企政策基础上，出台了《哈尔滨
市有效应对疫情影响稳企稳岗稳就
业促进经济稳增长若干措施的通知》
等系列文件，对冲疫情影响，帮助企
业渡过难关，促进经济复苏平稳增
长。特别是2020年8月后，对重点企
业实行定向包保，制定出台《哈尔滨
市促进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加快发展
的相关政策实施细则》，给工业企业
注入增长的动力。

当前，哈尔滨市正紧盯目标任务
全力冲刺，工信部门抽调的 50名领
导干部正在 100户企业中开展驻厂
包保，聚焦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存在
的困难和问题，开展点对点、一帮一
服务，促进企业少降多增。同时，为
稳存量、挖增量，哈市一直密切关注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哈尔
滨石化分公司、黑龙江烟草、“三大
动力”、鑫达企业集团、哈药集团等
重点企业生产经营情况，指导企业
科学组织排产。为加快规模企业培
育，哈市工信部门还逐月跟踪监控
拟进入规上的新建企业和自然增长
企业生产经营情况，指导区县市进
一步梳理和挖掘新增企业培育工
作，做到应统尽统，确保对全市工业
形成有效拉动。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2.9%
7个月实现当月正增长

其中11月增长21.8%

本报1日讯（骞壮 胡树伟 记者付
宇）中俄原油管道是我国四大能源战略
通道之一，从 2011年 1月 1日正式开通运
行至 2021 年 1 月 1 日，已顺利运行 10 周
年。10 年来，哈尔滨海关所属漠河海关
监管服务进境原油近 2亿吨。这是记者
从哈尔滨海关获悉的。

据哈尔滨海关所属漠河海关关长

曲洪志介绍，中俄原油管道起自俄罗斯
远东管道斯科沃罗季诺分输站，经俄
边境加林达计量站穿越黑龙江，在我
省漠河市入境，之后途经黑龙江省和
内蒙古自治区，延绵 1000 公里到达大
庆末站。开通第一年，年进口原油 1500
万吨；2018 年 1 月 1 日，管道二线工程建
成投产，年进口原油总量增输至 3000

万吨。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俄能源
合作进入了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发展
阶段。

记者了解到，漠河原油首站建在大
山深处，毗邻黑龙江，距漠河县城 190公
里。漠河海关地处北纬 53度，冬季寒冷
漫长，长达 8个月之久，年平均气温-5.5
摄氏度，冰封期 200—240 天，最低气温

达-50摄氏度左右。面对艰苦的自然环
境，海关克服困难，实行“7× 24小时”“点
对点”“一对一”服务，定期巡查原油管道
运行情况，通过精细化管理和目标管理，
成立原油监管课题研究组，建立企业数
据、仪表、阀室、罐体等重要部位的备案
档案，对全站数据仪表实时监控，打造独
具特色的原油监管品牌。

中俄原油管道

运行10年进境原油近

哈尔滨规上工业
一个月增加值增长21.8%

发力
来自哈尔滨市统计局的数字显示:

2020年
1~11月

亿吨2

黑龙江的雪能咋玩？堆
雪人打雪仗不新鲜，穆棱市

“山里哥”作雪地画

学生和家长注意！这封
来自黑龙江省教育厅的信，很
重要

降至700元！黑龙江省正
式开始执行……

来源可查 去向可追
记者直击进口冷链食品追溯平台如何保

障食品安全

““云上沐浴云上沐浴””新年第一缕阳光新年第一缕阳光

本报1日讯（记者李淅）2021年
元旦清晨，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龙
头新闻直播团队和拍客合作，独家
直播并视频记录了东极抚远的新年
第一缕阳光和哈尔滨与凤凰山的日
出美景，共有 20 多万人欢聚直播
间，“云上沐浴”了新年的第一缕阳
光。作为直播平台之一的黑龙江日
报抖音号，直播时粉丝总数突破了
100万。

6时 40分，《你好 2021，一起迎
接新年第一缕阳光》主题直播拉开
帷幕，龙头新闻特邀拍客与龙头新
闻直播团队一起记录新年第一缕阳
光的盛景。

当 2021 年的第一轮太阳从地
平线上跃起，直播间里沸腾了，网友
们纷纷为龙头新闻的“云上沐浴”中
国第一缕阳光这个直播活动点赞。

图①摄影爱好者在抚远的江边
抓拍日出瞬间。

李大川摄

图②登顶凤凰山，迎接日出。
由凤凰山景区提供

图③哈尔滨新区日出即景。
本报记者 宋淼摄

③③

①①

②②

龙头新闻直播龙头新闻直播++拍客拍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