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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2月 28日讯（记者薛立伟）2 月 28
日，全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工作会议在哈尔滨召开。会议深入
贯彻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全国脱贫攻坚总结
表彰大会、全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会议和省委农村工作会
议精神，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具体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

省委副书记陈海波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强调，要准确把握推进有效衔接的

总体要求，建立健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长效机制，推动脱贫攻坚工作体系全面转向
乡村振兴，健全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

机制，确保如期完成衔接过渡期目标任务。
要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摆在头等重要位
置来抓，加强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
执行，持续促进脱贫人口稳定就业，继续支持
脱贫地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壮大，确保不出
现规模性返贫。要扎实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抓紧优化完善
具体举措，推进工作机制、政策举措、机构队
伍衔接。各地要坚持五级书记一起抓的要
求，各级党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要充分发挥
作用，各部门要加强对衔接工作的指导支持，
以过硬举措确保衔接工作平稳有序、顺利进
行。

全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会议召开

陈海波出席并讲话

本报 2月 28日讯（吴迪 记者薛立伟）
2 月 28 日，十二届省委第九轮巡视工作动
员部署会在哈尔滨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重要论述，
落实第二批巡视指导督导动员培训会精
神，对十二届省委第九轮巡视工作进行动
员部署。

省委常委、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张巍作动员讲话，省委常委、省委巡视工作领
导小组副组长陈安丽传达省委书记张庆伟在
省委书记专题会听取十二届省委第八轮巡视
情况综合汇报时的讲话精神，宣布第九轮巡
视组长授权任职及任务分工决定。

会议强调，要坚持从政治上看巡视工
作，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
执行力。要聚焦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围绕落实“十四
五”重大决策部署，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
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强化监督。要把
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我省巡视巡察工作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契机，全面贯彻巡视工作方
针，精准落实政治巡视要求，努力打造一支

巡视铁军。
本轮巡视组建 11个巡视组，将对 19个地

方和单位党组织开展巡视。

十二届省委第九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
张巍作动员讲话 陈安丽宣布授权任职及任务分工

经省委批准，十二届省委第九轮巡
视将对哈尔滨市，齐齐哈尔市龙沙区、建
华区、铁锋区、昂昂溪区、富拉尔基区、碾
子山区、梅里斯达斡尔族区，讷河市，伊
春市伊美区、乌翠区、友好区、金林区、汤
旺县、丰林县、大箐山县、南岔县等17个
地方开展常规巡视；对全省监狱系统开
展专项巡视巡察省市（厅）上下联动；对
全省供销合作社系统开展巡视巡察“回
头看”省市县上下联动。

十二届省委第九轮
巡视将对19个地方

和单位党组织开展巡视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党中央决定
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全
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为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
意见、接受社会监督，现将省委确定的推荐对象名
单予以公示。公示期为3月1日至3月5日（5个工
作日）。

一、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推荐对象名单
刘永坦 男，汉族，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博士

生导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李新民 男，汉族，大庆油田中东分公司经理、

党总支副书记，DQ1205钻井队队长
张宝金 男，汉族，尚志市元宝镇元宝村党总

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聂守军 男，汉族，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绥化

分院党委委员，水稻品质育种所所长、研究员
冷菊贞 女，汉族，双鸭山市民政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饶河县西林子乡小南河村第一书记、驻村
工作队队长

张英善 男，汉族，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有
限责任公司乌马河林场分公司退休工人

孙 杰 男，汉族，大庆市公安局铁人分局社
区警务一大队四级高级警长

吕仙华 女，朝鲜族，鸡东县人民法院鸡林法
庭庭长

陈 华 男，汉族，黑龙江省机关事务管理局
原二级巡视员（已退休）

张 杰 女，汉族，七台河市特殊教育学校特
奥短道速滑队公益教练员

二、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推荐对象名单
郝丽影 女，汉族，哈尔滨市道里区抚顺街道

抚顺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张玉祥 男，汉族，中车齐齐哈尔车辆有限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沈 淼 女，汉族，嫩江市联兴乡党委书记
韩 波 女，汉族，哈尔滨经济技术开发区企

业党委企业党建指导员
佟秀莲 女，汉族，鹤岗市兴安区河东路街道

锦绣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文 竹 女，汉族，漠河市北极镇党委副书记、

镇长，北极流动党员驿站党支部书记、站长
唐 卉 女，满族，哈电集团哈尔滨锅炉厂有

限责任公司辅机容器设计开发部党支部书记
李雪莹 女，汉族，大庆油田第一采油厂第三

油矿中四采油队党支部书记
王宝霞 女，汉族，鸡西市梨树区街里街道中

心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李晓东 男，汉族，林甸县鹤鸣湖镇建设村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三、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推荐对象名单
哈尔滨市公安局道外分局东莱街派出所党支

部
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黑龙江飞鹤乳业有限公司党委
黑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
东北农业大学党委
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学院党委
伊春森工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溪水林场分公司

党支部
哈尔滨市南岗区荣市街道龙泰社区党委
大庆市让胡路区创业城街道创业八社区党支部
牡丹江热电有限公司党委
佳木斯市向阳区建设街道九洲社区党委
逊克县车陆乡卫东村党支部
九三粮油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宝清县朝阳镇红日村党支部
庆安县同乐镇同发村党总支
大庆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采收率研究二室党

支部
对上述推荐对象如有情况和问题，可在公示

期内反映，反映情况和问题必须实事求是，应签署
或告知真实姓名、工作单位和联系方式，信函以到
达日邮戳为准。对匿名线索不予受理。

受理单位：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
电话：0451—12371 0451-53607267
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294号
邮政编码：150001

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
2021年3月1日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推荐对象公示

依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
规定，为加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民主监督，
现将拟任职的干部进行任前公示（按姓氏笔画
为序），公示期限为2021年3月1日—2021年3
月5日（5个工作日）。

于占淮 男，汉族，1976年 9月生，44岁，
1999年7月参加工作，1997年12月入党，中国
人民大学哲学专业大学毕业，现任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就业创业处处长、一级调研员，
拟任省直事业单位副厅级领导职务。

马 宁 女，汉族，1976 年 5 月生，44 岁，
2002年7月参加工作，1998年11月入党，黑龙
江大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研究生毕业，现
任省人民检察院哈尔滨铁路运输分院副检察
长、党组成员，拟任省直机关副厅级领导职务。

杜学毅 男，汉族，1973年 11月生，47岁，
1997年7月参加工作，1997年6月入党，吉林大
学刑法学专业在职研究生毕业，现任省纪委常
委、省监委委员，拟任省直机关正厅级领导职务。

吴永波 男，锡伯族，1973年4月生，47岁，
1996年 9月参加工作，2000年 9月入党，哈尔
滨师范大学思想品德和政治教育专业大学毕
业，现任省信访局办公室主任，拟任省直机关
副厅级领导职务。

张国军 男，汉族，1969年 4月生，51岁，
1991年 7月参加工作，1995年 4月入党，新加
坡南洋理工大学公共管理专业在职研究生毕
业，现任伊春市委常委、副市长，拟任地级市党
委副书记。

周贵才 男，汉族，1969年 6月生，51岁，
1991年 7月参加工作，1991年 6月入党，同济
大学公路与城市道路专业大学毕业，现任省自
然资源厅总规划师、一级调研员，拟任省直机

关副厅级领导职务。
赵荣国 男，汉族，1967年 8月生，53岁，

1990年 7月参加工作，1988年 6月入党，省委
党校经济管理专业研究生毕业，现任牡丹江市
委常委、副市长，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
区绥芬河片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拟推
荐为地级市市长候选人。

徐连斌 男，汉族，1968年 7月生，52岁，
1992年 9月参加工作，1996年 7月入党，黑龙
江大学法律专业在职大学毕业，现任鹤岗市副
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拟任地级市党委常委。

高忠远 男，汉族，1975年 7月生，45岁，
1997年 7月参加工作，1997年 6月入党，省委
党校公共管理专业研究生毕业，现任省公安厅
办公室主任、一级调研员，拟推荐为地级市副
市长人选。

蔡洪生 男，汉族，1962年 8月生，58岁，
1983年8月参加工作，1985年11月入党，哈尔
滨师范大学政治教育专业大学毕业，现任省纪
委常委，拟任省直机关正厅级领导职务。

对上述拟任职人选如有情况和问题，可在
公示期内反映，反映情况和问题必须实事求
是，应签署或告知真实姓名、工作单位和联系
方式；对线索不清的匿名信和匿名电话，公示
期间不予受理。

受理单位：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举报中
心

电 话：0451—12380
地 址：哈尔滨市南岗区果戈里大街

327号
邮政编码：150001

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
2021年2月28日

拟任职干部公示名单

□本报记者 张磊

聚焦“粮头食尾”“农头工尾”，倾力打造农业
和农产品精深加工千亿级产业集群。记者日前从
绥化市获悉，2020年，该市农业和农产品精深加工
产业集群规模已超 900亿元。其中农产品加工业
产值达536亿元，规上农产品加工业产值占规上工
业产值的70%，绿色有机食品和农副产品精深加工
已经成为支撑绥化发展的第一支柱产业。

用良法 推良种 造良田
“三良并进”做优“农头”“粮头”

“家里20多亩地，刨去水淹了的大豆和留下还
没卖的三四千斤玉米，去年还收入了 2万多，比自
己种强多了，今年还得交给合作社继续托管。”尝
到了甜头的兰西县兰河乡长红村律家店屯村民包
维军，刚过春节就已经签完了托管合同。

为破解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无法有效对接的难
题，2020年，绥化市实行“四级书记”抓农业生产托
管服务，落实托管面积 612万亩，实现了亩均增产
10%、亩均增收 200元以上。兰西托管模式被评定
为“中国三农十大创新榜样”。

推进规模经营，提升装备水平，应用先进技
术。绥化市农机总动力779万千瓦，综合机械化水
平达 98%。广泛应用玉米大垄双行、大豆垄三栽
培、水稻大棚毯式育秧等技术。

应用良法的同时，当地还加大良种的推广力
度。目前，绥化全市农作物良种应用率 99%以上，

科研和育种单位达 50家，年试验主要农作物新品
种近 1000个，占全省的 40%。“十三五”时期，共审
定推广品种 224个，占全省的 24.7%。已经成为我
省二、三积温带优质水稻育种第一大市，稻种占全
省二、三积温带种植面积的60%以上。

用良法，推良种，更要造良田。绥化累计建设
高标准农田 1100万亩，绿色食品认证面积 1233万
亩，分别占耕地面积的38.6%、43%。采取保护性耕
作、秸秆还田、有机肥利用、测土配方施肥等综合
措施，保护好利用好黑土地这个“耕地中的大熊
猫”。2010年到2020年，耕地有机质含量提高0.89
个百分点。

产业链 价值链 供应链
“三链叠加”做强“工尾”“食尾”
绥化全市共有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

业 11户、省级企业 95户，有 7户企业入围“2020第
四届中国农业企业 500强”，占全省的 18%，大庄
园、双汇北大荒、贝因美、伊利……这些产品均出
产自绥化，真正显示了当地多年全力做强“工尾”

“食尾”的巨大成效。
当地在做强产业链方面，推行了“图谱+家谱”

招商模式，实行“链长制”，一个产业、一名链长、一
套方案。在全市“8+3+2”共 13个产业链中，农产
品精深加工产业链就占 7个。产值超亿元规上农
产品加工企业64户，超十亿元企业8户。

为提升价值链，当地构筑起玉米、肉乳、水稻、
大豆、汉麻、鲜食玉米等七大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

集群。玉米产业集群年加工能力达到千万吨，肉
乳精深加工企业年加工能力达 112万吨。青冈金
达麻业汉麻纱占全国的70%，引带上下游关联企业
13户。肇东和海伦被列入全国首批优势特色产业
集群。

通过开展“五谷杂粮下江南”活动，绥化全域
2020年线上线下销售农产品 60多亿元；全国鲜食
玉米大会连续三届在该市举行，每届销售额都突
破 10亿元；肇东建成了全省首个电商直播村……
当地正以各种方式全力打通供应链。

优品种 重品质 创品牌
“三品联动”助力新增长点

在聚焦“粮头食尾”“农头工尾”，倾力打造产
业集群的道路上，优化品种、提升品质、打造品牌，
绥化“三品联动”助力新增长点的工作时刻未停。

绥化正在推进玉米向加工专用型、水稻向适
口营养型、大豆向优质高产型、蔬菜向高质高效型
调整。“庆禾香”牌和北林“诺敏河”牌大米被评为

“中国十大好吃米饭”；“绥化鲜食玉米”“庆安大
米”“海伦大豆”入选全国地理标志品牌百强；黑龙
江“十大鲜食玉米”品牌中，绥化占了六席；绥化

“寒地黑土”品牌价值突破500亿元，“庆安大米”品
牌价值突破 200亿元，“海伦大豆”品牌价值突破
100亿元，“绥化鲜食玉米”品牌价值突破36亿元。

2020年，绥化全市粮食总产实现1108万吨、增
产 1.15万吨，占全省总产的 14.7%，生猪出栏量占
全省的28%。

聚焦“粮头食尾”“农头工尾”

绥化倾力打造农业千亿级产业集群

□唐梓夫 马明超 本报记者 张磊

这几天，在海伦市东林乡长荣村，村民
们茶余饭后都在谈论村里正在建设的“大扇
子”工程——分散式风电项目。

海伦市分散式风电项目为打捆项目，是
2020年省级百大项目，总规模 22MW，建设
8台风力发电机组，项目总投资 1.7亿元，经
过测试风力点，分别在当地东林乡长荣村、
东林乡玉泉村、海南乡河北村、长发镇长发
村进行建设。

该项目于 2020年 9月份就完成了 8个
风塔的基础、厂区道路基础及附属工程建
设，两家公司于今年1月中旬开始进行风力
发电机组的安装。

为确保项目工程进度能够按照时间节
点完成，海伦市发展和改革局在疫情防控期
间积极主动加强与施工单位的协调与沟通，
及时开展现场服务，认真梳理并妥善解决项
目建设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推进项目顺利建
设，全力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虽然室外寒风凛冽，高空安装条件艰
苦，但是本着节点目标不变的原则，工人们

克服种种困难，由1台800吨主吊、3台80吨
辅吊协作进行，顺利实现着安装进程，截至
目前，已完成了2台风力发电机组的安装。

据项目工程师徐向东介绍，整体风力发
电机组安装工作可于3月初结束，后续还将
进行电气安装、电网调试、并网联调等项工
作，预计3月末可实现并网发电。

海伦市分散式风电项目的建成投产，将
促进当地资源的持续利用，对于加快地方经
济发展，增加地方财政收入起到积极促进作
用。

吊装单支长度就达70米的扇页。
唐梓夫 马明超摄

省百大项目
海伦分散式风电
项目安装忙

本报2月28日讯（王忠秋 记
者邵国良）2月28日清晨，哈尔滨市
开始降雪，省交投高速公路运营管
理有限公司哈尔滨南养护分公司，
以雪为令，公司百余名养护工人和
干部职工迅速投入到京哈高速黑龙
江段、环城高速、黑大一级公路等重
要节点路段的清雪工作中。

哈尔滨南养护分公司投入设备
35余台班，100余人次，融雪剂、防
滑料 40余吨，全体养护干部职工在
风雪中连续奋战十余个小时。

快速清雪车进行除雪保通作
业。 王忠秋 本报记者 邵国良摄

本报2月28日讯（记者刘瑞）记者从哈尔滨市清
冰雪办获悉，经过全市清冰雪大军的连续奋战，截至2
月28日15时，城区主干街路积雪已全部清理完毕。
清冰雪大军仍在街路上奋战，加大积雪外运力度。

据介绍，针对此次降雪特点，哈市清冰雪大军
以雪为令、边下边清，在落地雪花被压实前加速清
理，对主次干路、重要交通节点、坡路桥涵等重点
点位采取滚刷车梯次作业、铲车及时装运的“清冰

雪设备组合”作业模式进行循环清理、拉运，最大
程度避免了道路结冰。同时，对公交站台、人行
道、天桥、广场等人流较多的地段迅速组织清扫人
员不间断循环清理，确保交通顺畅。

据了解，截至2月28日15时，全市已出动清冰
雪作业人员超 18000人次，各类机械设备 1900余
台次，清运积雪5500余车次。

本报记者 邱成 张澍摄

2 月 28 日，冰城哈尔滨迎来牛年首场大
雪。纷纷扬扬的雪花把大街小巷铺得洁白一
片，给孩子、给游人带来乐趣。孩子在家长的
带领下堆起雪人，南方游客在雪中激动地跳
起，市民纷纷举起手机打卡拍照。

本报记者 张澍 荆天旭摄

春
雪

哈尔滨市主干街路积雪当日清理完毕
出动超 18000人次！

本报2月28日讯（高阳 记
者马智博）2 月 28 日，哈尔滨市
1700余名警力、200余台警车出现
在全市各大交通要道，雪中坚守
岗位，开展雪天执勤保障工作。

赏雪玩雪乐趣浓

哈尔滨市1700余名警力
助力清雪

以雪为令以雪为令
高速路清雪高速路清雪
保畅通保畅通

本报记者 马智博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