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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铭阳

抢抓工期的项目现场、机器轰鸣的
生产车间、上下规律摆动的机械臂、流水
线上忙碌不停的身影……龙江大地上，
工业经济全面振兴、奋力发展的景象正
在上演。

2020年 1至 10月份全省规上工业增
加值增速达到0.6%，实现由负转正。11月
份，规模以上工业持续发力，1至 11月份
增加值增速达到 2.4%，高于全国 0.1个百
分点。这数字背后，正是2020年一年来我
省工业紧抓三次关键节点，乘风破浪、砥
砺前行的见证。

第一节点：防疫
2020年春节，一场关于破解稀缺防疫

防护物资难题的“战斗”在全国各地同时
打响，龙江也在积极破解难题：

黑龙江鸿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春节无休，及时调整生产计划，将所有生
产线全部调整成医用酒精生产，24小时运
转；

1月 26日，大年初二，齐齐哈尔恒鑫
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正式复工，着重生产一
次性医用口罩；

1月 28日，哈尔滨大荒环宇新技术有
限公司全面复工，满负荷生产次氯酸消毒
液；

2月 10日，哈药集团制药总厂采购的
自动化医用口罩机（N95级别）正式投产，
弥补了我省防护用品生产的缺口；

2月 17日，我省唯一一家熔喷布生产
企业——黑龙江安瑞佳新材料科技开发
有限公司开始生产口罩熔喷布，日产熔喷
布可供生产 400多万只普通医用外科口
罩；

3月份，黑龙江鑫达企业集团新建的

黑龙江省首条全自动医用隔离眼罩生产
线正式进入量产阶段，填补我省医用隔离
眼罩自产的空白。

在一季度，如何破解防疫物资异常紧
缺的局面是摆在我省工业战线的第一难
题，省工信厅消费品工业处相关负责人表
示，省工信厅第一时间组织储备企业向全
省13个地市的重点医院、商业公司和零售
药店提供价值3亿元左右近10000个品规
的应急药品、106.2万瓶乙醇消毒液；向省
卫健委调拨口罩16万只、隔离衣1200件、
消毒液2000箱，有效缓解了疫情初期防疫
物资紧缺难题。针对前期我省防护用品
产能空白、疫情紧要关头急需救急救命实
际，迅速进入战时状态，疫情防控最缺什
么，就全力组织生产什么储备什么。

3月中旬全省口罩日产量已达 238万
只，3 月末全省口罩日产量达到 510 万
只。国家重点监测的 10种重要医用防护

用品中，除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
外，其余 9种均已形成批量生产能力。其
中N95医用防护口罩、一次性医用防护
服、医用外科口罩、护目镜等4种产品实现
了“零突破”，紧急构建起重要防护物资省
内全产业链保障格局。

第二节点：复工复产
与备战疫情同时进行的还有复工复

产的战役。
2020年 3月 2日，寂静了许久的中车

齐齐哈尔车辆有限公司冲压分厂里传来
了久违的班前喊话。 （下转第四版）

2020年前三季度制造业率先由负转正，1至11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增速2.4%，高于全国0.1个百分点——

突破三大节点 龙江工业由负转正

□钱玺勇 本报记者 董新英

在延寿县，每个村都能讲出内容丰富
的脱贫故事，就是靠着这样一个个的艰苦
努力，延寿县走出了贫困。2020年 2月 26
日，省政府常务会议批准延寿县脱贫摘
帽。脱贫摘帽后的延寿县再出发，交出一
份写满收获的答卷。

发展产业 特色增收路径宽
东安村党支部书记安爱学说，东安村

村民家的钱袋子一直靠水稻撑起来。全

村入水稻种植合作社的土地面积已增至
2000余亩，并逐年发展壮大。

东安村凭借优质水稻富了，同时，秸
秆科学处理这道必答题也摆在了东安村
人眼前。

“还田为主，燃料化、饲料化为辅，秸
秆告别一烧了之，被村民当成了宝。”安爱
学说，东安村今年支持水稻种植合作社购
买了秸秆编织机，村民把秸秆回收卖到合
作社，合作社负责加工成草帘出售。

“一亩地稻草大约800斤，一台机器加
工大半天，能编织出600余条草帘，一条草

帘能卖到14元，算下来卖草帘每亩地能增
收近200元。”安爱学说。小小草帘不但为
村民带来收益，还减少了环境污染，实现
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

在延寿县延河镇新华村，粉条加工厂
里机器轰鸣，一个身着白衬衫的小伙儿正
和工人一起查看晾晒的粉条。他叫徐文

辉，是新华村党支部书记。“土豆加工成粉
条后，利润能翻几倍！”徐文辉说，经过几
年的建设发展，如今的粉条加工厂占地约
3000平方米，年产3万斤粉条。

村民王凤海说，在粉条加工厂干一年
就脱贫了，“八九月份忙的时候，一天俺就
挣150块钱！” （下转第四版）

延寿 脱贫摘帽后蓄力谋振兴

中共中央印发

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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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省不同的土壤、气候类型区组装、建立我

省完整的黑土地保护利用模式——‘龙江模式’，因

地制宜、综合施策，保护好黑土地这个‘耕地中的大

熊猫’。”日前，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

所二级研究员、农业农村部耕地质量建设专家指导

组副组长韩晓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出这样的建

议。他说，“根据我省第二次土地调查公布的数据，

我省承担了国家黑土地保护总面积近 60%。国家粮

食安全的压舱石和稳压器在东北，东北的压舱石和

稳压器在黑龙江。”

“从我们近40年的
野外观测和研究结果
看，我省黑土地目前总
体 上 处 在 亚 健 康 水
平。”韩晓增说，“黑土
地就像一个年轻的小
伙子，已经4天没吃饭，
这时走路已经晃悠啦，
我们必须让他吃好饭，
猪肉粉条大米白面吃
上，3天后他就可以干
重体力工作。亚健康，
调理好了就是一个健
康人，调理不好，就有
可能患重病，土地也是
一样。我们现在就处
在这样一个保护利用
的十字路口，只要给足
营养，黑土地还是一个

‘精神小伙’。”
调理亚健康，重要

的是找对原因。黑土
地变化主要有两个原
因，一个是自然生态系
统发生变化，一个是人
们生产上管理不够。
自然生态变化人们难
以左右，那么黑土地保
护利用最重要的就是
在农业生产管理中调
整措施，既能达到高产
稳产，还能保持黑土品
质。

研究发现，耕地开垦的前10年，有机质
每年 2.6%速度下降；开垦的前 30年，每年
1.1%速度下降，前100年，每年0.4%速度下
降，目前全省土壤有机质以0.1%~0.3%，平
均 0.2%的速度在下降，下降速度减少了
50%以上，全省土壤有机质含量下降速度已
经得到有效的遏制。其中农村各种经营组
织、黑土地保护利用试点县、农垦系统典型
农场，土壤有机质含量已经在缓慢上升。

“黑土层中的有机质含量在 4.5%以上
时，有机质变化对作物产量影响不大，当土
壤有机质从4.5%降低到3.5%时，粮食产量
显著下降。我省目前全省耕地平均在
3.6%，通过提升土壤有机质来满足黑土地
保护和提升粮食产量还有很大的空间。”韩
晓增说。

“黑土地最关
键的是黑土层，黑
土层是‘大熊猫’
的‘脑黄金’。如
果‘脑黄金’没了，
大熊猫就变成猫
了。”韩晓增说，

“黑土地退化的实
质是黑土层发生
退化。黑土层中
富含有机质，有机
质在自然土壤中
含量很高，而在由
自然生态系统转
变成农田生态系
统的过程中，有机
质在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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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土层中的有机质包含腐
殖化物质和非腐殖化物质。”在研
究过程中韩晓增发现，黑土层在
减少时，腐殖化物质和非腐殖化
物质同时减少，但在恢复过程中，
非腐殖化物质增加的多，而腐殖
化物质增加的少。“所以给黑土地

‘加餐’要多加腐殖化物质，而秸
秆就是最好的‘原汤化原食’的材
料。连续进行 21年的玉米秸秆
还田，35厘米黑土耕层土壤有机
质含量由 36.72克/千克增加到
44.26克/千克，前 14年平均每三
年土壤有机质含量增加 1.41克/
千克。后六年平均每三年土壤有
机质含量增加 0.48克/千克。21
年土壤有机质增加了0.75个百分
点，由3.67%增加到4.42%，粮食
产量增加 9.8%以上。秸秆还田
后，经过一个自然年，其秸秆分解
率为75%，剩下的25%已经成为
半分解状态，对次年生产无任何
影响。而在湿润、半湿润和黑土
层薄的地区，采用秸秆‘粉’、‘耙’
碎混还田的优势在于向 0~20厘
米土层输入有机物料，同时打破
了犁底层，起到了耕作层梯次加
深，厚沃增肥的效果。”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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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法治中国，
应当实现法律规范科
学完备统一，执法司
法公正高效权威，权
力运行受到有效制约
监督，人民合法权益
得到充分尊重保障，
法治信仰普遍确立，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
法治社会全面建成。

总体
目标

到
2025年

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体制
机制更加健全，以宪法为核心
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更加完备，职责明确、依法行政
的政府治理体系日益健全，相
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司法权运
行机制更加科学有效，法治社
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党内法
规体系更加完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治体系初步形成。

到
2035年

法治国家、法
治政府、法治社会
基本建成，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体
系基本形成，人民
平等参与、平等发
展权利得到充分保
障，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基本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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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静

激发创新活力：
460家企业获创新券补贴

国内领先
我省首创严寒地区农村
生活垃圾处理技术及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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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旗仪式升旗仪式。。关建勋关建勋摄摄

本报10日讯（记者米娜）1月10日，是全国
第 35 个“110 宣传日”，也是第一个人民警察
节。为庆祝这个属于警察的特有节日，全省公
安机关举行了警旗升旗仪式，重温入警誓词，践
行初心使命。

8时30分，省公安厅领导班子成员、厅机关
各部门、直属各单位主要负责人，着装整齐，列
队参加警旗升旗仪式。中国人民警察警歌奏
响，参加仪式人员面向警旗肃立敬礼，齐唱警
歌，宣读《人民警察入警誓词》。

站在警旗之下，更加感到身为公安民警的
自豪与荣耀、使命和荣光。全省各级公安民警
纷纷表示：人民警察节的设立，是对他们奋勇前
行的极大鼓舞和激励，他们将在省公安厅党委
的坚强领导下，进一步在先、争先、领先、创先，
全面锤炼“六大能力”，当好为民服务孺子牛、创
新发展拓荒牛、艰苦奋斗老黄牛，忠实履行好新
时代使命任务，以确保安全稳定的优异成绩庆
祝建党100周年。

在此之前，省公安厅集中开展以“我们的节
日”为主题，蕴含人民公安“一心向党、一切为
民、新时代新出发”三大类 14项具体内容的系
列庆祝活动。三大类 14项活动同时面向全省
公安民警辅警展开，既是一番面对自我的检
视汇报，也是一次面向党和人民的庄重承诺。

省司法厅组织省直监狱戒毒系统、厅机关
相关处室及厅直单位，以视频形式举行了庆祝
首个“中国人民警察节”活动。活动通过向警
旗敬礼、重温入警誓词、合唱《中国人民警察警
歌》等形式，营造了庄严浓厚的节日氛围。

监狱戒毒人民警察队伍是维护社会稳定、
建设平安龙江的一支重要力量。在抗击新冠疫
情工作中，全省监狱戒毒干警始终坚守一线、挺
身而出、冲锋在前、连续奋战，成功阻击疫情、维
护监管安全铜墙铁壁，奋力取得疫情防控和龙江
监狱戒毒事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双进展、双胜利。

黑土地保护与利用专家韩晓增：

打造“龙江模式模式””黑土地保护大有可为黑土地保护大有可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