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彩冰排

今日生活报

今日看点

详见第三版

详见第五版

新 闻 调 查

农业事业部：0451-84692740
产经事业部：0451-84655160
交通事业部：0451-84655837

联系我们

邮发代号13—1 国内统一刊号CN23——0001

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出版

中共黑龙江省委机关报
龙
头
新
闻
客
户
端

2021年4月8日 星期四
辛丑年二月廿七

第24343期 今日8版

本报7日讯（记者曹忠义）7日上午，省
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伟和省领
导胡昌升、黄建盛、陈海波、张安顺、李海
涛、傅永国、王兆力、贾玉梅、张巍、陈安丽
等来到东北烈士纪念馆和东北抗联博物馆
参观学习。张庆伟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重
要指示精神，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学习
革命先烈英雄事迹，传承红色基因，牢记初
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发扬革命精神，奋
力推动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凝聚起建设
现代化新龙江的强大精神力量。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政府副省长，

省政协副主席参加活动。
位于哈尔滨一曼街的东北烈士纪念馆

和东北抗联博物馆，在阳光映衬下格外庄
严。一件件珍贵的历史文物、一幕幕逼真
的历史场景、一张张详实的图片资料，生动
呈现了那段浴血奋战、艰苦卓绝、波澜壮阔
的历史篇章。

张庆伟等首先走进东北烈士纪念馆，
参观抗日战争兴起、组建抗日联军、配合全
国抗战、赢得抗战胜利、建立东北根据地、
进行防御作战、转入战略进攻、迎接新中国
诞生等展区。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对革命文物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加强革命文物收集、研究、保护和管理，发
挥好革命文物在党史学习教育、革命传统
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在
全社会营造崇尚英雄、学习英雄、宣传英雄
的浓厚氛围，鼓舞广大干部群众为建设现
代化新龙江不懈奋斗。

在东北抗联博物馆，张庆伟等详细了
解义勇军抗击强虏、东北抗联建立、抗联浴
血奋斗、军民联合御敌、党对抗联领导、建
树历史功勋等内容。他指出，为了国家独
立和民族解放，英勇的东北抗联战士誓死
不当亡国奴，百折不挠奋战在白山黑水间，
谱写了可歌可泣、惊天动地的英雄篇章。

东北抗联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占
有重要位置，要不断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脚踏实地把今天的事业干好，在现代化建
设伟大征程中创造新的业绩。

参观学习过程中，张庆伟强调，开展革
命传统教育是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
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
史崇德、学史力行，赓续共产党人的精神血
脉，加强精神洗礼和思想淬炼，不断激发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的精神动力。要精心组织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祝活动，扎实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在全省上下掀
起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的高潮。

张庆伟在省领导集体赴东北烈士纪念馆和东北抗联博物馆参观学习时强调

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使命
发扬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

经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批准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构建新时代
人民军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意见》

习近平同德国总理默克尔通电话

详见第三版

本报讯 近日，中共黑龙江省委印发了
《黑龙江省法治社会建设实施方案（2021―
2025年）》（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并发出
通知，要求各市（地）委、省委各部委、省直
各党组（党委）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实施方案》指出，我省法治社会建设
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
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
会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治道路，坚持法治黑龙江、法治政府、法治
社会一体建设，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
会主义法治文化，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推动全社会尊法学法守法
用法，健全社会公平正义法治保障制度，保
障人民权利，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为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龙江、实现黑龙
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筑牢坚实法治基
础。

《实施方案》提出了我省法治社会建设
的主要原则：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
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指导；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尊重和维护宪法
法律权威；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
权利与义务相统一；坚持法治、德治、自治
相结合；坚持社会治理共建共治共享。

《实施方案》提出了我省法治社会建设
的总体目标：到 2025年，“八五”普法规划
实施完成，法治观念深入人心，社会领域
制度规范更加健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要求融入法治建设和社会治理成效显著，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得到切实
保障，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显著提高，形
成符合国情省情、体现时代特征、人民群
众满意的法治社会建设生动局面，为 2035
年我省基本建成法治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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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日讯（记者邵晶岩 刘
剑）7日，国家大豆产业技术体系
黑河科技成果转化中心“伙伴行
动”在黑河启动。

黑河是“中国大豆之乡”，黑河
大豆具备了规模化、均质化、产业
化的独特优势，去年全域大豆播种
面积达 2172.1万亩，总产量 284万
吨，占全省近 1/3、全国 1/7以上，
已成为全国最大的大豆生产基地。

国家大豆产业技术体系一直
把黑河作为体系重点任务的研发
基地和技术服务目标区域，“十三
五”期间，国家大豆产业技术体系
组织育种、栽培、植保、农机、加工
及产业经济等领域的科研团队，
挖掘黑河大豆产业特点，面向黑
河开展品种选育、技术研发、成果

转化、装备测试、产品开发、高产
创建和展示示范，构建了以院士
站为依托、以岗站团队为核心的
多部门、多学科协同联动的科技
力量汇聚攻关模式，形成了全国
大豆科技优势逆向流动、齐聚黑
河大豆主产区的可喜局面，创新
了“岗站对接”“站县对接”“典型
带动”等成果推广方法，为黑河乃
至全国大豆产业的稳定和发展作
出贡献。

2020 年，国家大豆产业技术
体系在黑河挂牌成立成果转移转
化中心。依托成果转移转化中心，
此次启动科技成果转化行动，通过
建立多元伙伴关系，强化大豆产业
链不同主体的连接，加快科技成果
转化应用。

锚定食用大豆自给

国家级黑河大豆科技成果
转化“伙伴行动”启动

□韩庆权 杨军 本报记者 任志勇

社区里建起“心愿墙”，群众生活中有
了“小心愿”，写下“心愿卡”贴到“心愿
墙”，就会有人立即行动提供帮助。这是
双鸭山市岭东区在推进党史学习教育中，
引导各级党员干部及社区志愿者开展“我
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新成果。

“我是今天早上写下‘楼道里放置酸
菜缸有浓烈酸臭味影响生活’的心愿卡，
不到两个小时就得到圆满解决。”4月初，

记者在岭东区东明社区采访时，居民孟兆
玲开心地说：“真的没有想到，一张小小的
卡片写上自己的心愿，就立刻有人帮助解
决，这真抓实干的为民办实事的劲头，让
我感受到一股暖暖的幸福。”

“群众生活中遇到的小事，就是我们
服务群众的大事。”东明社区党支部书记、
社区主任郭凤兰如是表示。为了做好点
亮“微心愿”工作，有针对性地更好服务居
民群众，每天早上有专人对群众提出的各
种“微心愿”进行抄报合议、找出解决方

案，再转交给社区干部、小区网格员或社
区志愿者“执行”。

东明社区还组建起互帮互助、关爱夕
阳、治安巡抚、手牵手4支总人数100人的
点亮“微心愿”志愿者服务队伍，全心全意
为辖区群众提供各种服务，做到了行动
快、效果好、群众乐的效果。

东明社区网格员杨景文说：社区把居
民提出的“微心愿”转给我们，我们会第一时
间前去处理。处理完毕后，再填写一张红
色的“心愿完成卡”，粘贴在居民“心愿卡”

上，形成“微心愿”从始到终的整套流程。
群众的“微心愿”是否圆梦，看看“心

愿墙”上每个“心愿卡”是否成对就知道，
看看墙上群众实现心愿后传递给社区的
微信自拍照就清楚，群众满不满意看看每
一张笑容就一清二白。

噪音扰民、猫狗便溺、楼道卫生、楼院
管理、困难求助……这是群众的“微心
愿”；就医买药、独居照料、心理疏导、水电
修理、树木挡光……这也是群众的“微心
愿”。 （下转第三版）

双鸭山社区居民

写下心愿卡 贴上心愿墙 实现微心愿

精神高地执着守护

1938年春，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机关迁至锅
盔顶主峰北侧4.5公里处两个岩洞内。之后两
年，中共北满省委一直在此领导着北满军民的
抗日斗争。这里还是李兆麟将军那首著名的
抗日歌曲《露营之歌》第四段歌词的诞生地。

为保护红色遗址，缅怀抗日英烈，开展爱
国主义教育，弘扬传承抗联精神，1984年 10
月，乌马河林业局广大党员干部自己动手，在

“中共北满省委旧址”建起一座纪念碑。
怀着对抗日英烈的敬仰之心，时年30岁的

林场职工张宝庆主动请缨，要求去守护旧址。
于是，1984年那个金秋，张宝庆开启了他的旧
址守护之旅——排查火灾隐患、清扫旧址地
面、擦拭纪念碑、归置岩洞里摆放的物品，就成
了他每天工作的基本内容。 （下转第三版）

张宝庆 37载守护红色遗址

“永远跟党走”群众性主题活动

“山高、路滑，注意脚下，登上
418 级台阶，就是胜利！”清明节前
夕，一位老人带着儿孙，冒着春雪早
早地赶赴锅盔山顶的“中共北满省
委旧址”进行祭扫。他们擦拭纪念
碑、清扫路面、凿冰除雪，为前来祭
奠抗日英烈的人们提供方便。

这座让老人情系半生的锅盔
山，位于伊春市乌马河区西乌马岭，
抗联遗址、“中共北满省委旧址”正
处于这座海拔 1076 米山峰的北侧。
而这位老人，则是执着守护旧址 37
载、坚持传承抗联精神的伊春森工
乌马河林业局公司西岭林场分公司
退休职工张宝庆。

□刘斌 本报记者 邢国军

奏响春天序曲奏响春天序曲
近日，松花江哈尔滨段开始跑冰排，揭开冰

城春天的帷幕。跑冰排时，水下的沉冰被挤上
岸，夕阳下，形态万千的冰刺、冰凌如水晶般晶莹
剔透，露出凝聚一冬的美。大大小小的冰排，从
上游流向松浦大桥，在江中划出道道曲线，随江
水滚滚流淌。 本报记者 张澍摄

张宝庆在清扫张宝庆在清扫““中共北满省中共北满省
委旧址委旧址””纪念碑纪念碑。。 刘斌刘斌摄摄

金融适老
让银发族搭上“数字快车”

揭秘候鸟“安家”之谜

齐齐哈尔一污水氧化塘10年间
变百鸟湖，东北林大专家称奇

广西防城港住建局回应《生活报》报道

对“问题”楼盘
派工作组蹲点“督办”
客户能拿到房子 只是时间延迟了

黑龙江省法治社会建设实施方案（2021-2025年）
详见第四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