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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群众办实事

本报18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
体记者薛立伟）17日至 18日，省委副
书记陈海波深入拜泉县调研基层党
建联系点党史学习教育、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教
育评价改革和职业教育发展情况以
及信访工作，开展“七一”前夕走访慰
问老党员活动。

陈海波先后来到拜泉县育新社
区、国富镇自治村，调研党史学习教
育开展情况，并到老党员家中走访慰
问。他强调，要深入开展“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着力解决好群众

“急难愁盼”问题，切实让老百姓感受
到党史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成
效。

在天润农业大豆深加工项目施
工现场、德润食用菌大棚园区、拜泉
镇六合村假发编织就业帮扶车间，陈
海波考察产业项目建设情况。他强
调，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多渠道促进有劳动能力的农民就业，
不断提高农民收入水平。要特别注
意安全生产，全面排查各类安全隐
患，坚决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

在拜泉县第一中学和县职教中

心，陈海波调研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
高考综合改革、县级职教资源发展情
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职业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优
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加大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力度，培养更多能够推动地
区发展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要统
筹推进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坚持把
立德树人成效作为根本标准，引导树
立科学的教育发展观、人才成长观、选
人用人观。

陈海波还到拜泉县信访局随机
接待来访群众。

陈海波在拜泉县调研时强调

抓好党史学习教育
推进乡村振兴开新局

本报 18日讯（陈重 黑龙江日
报全媒体记者那可）18 日，省委常
委、省军区政委傅永国深入大庆市
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就深入贯
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进扎龙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波贺岗灌区工
程毁湿问题整改进行专题调研。

在项目现场，傅永国认真听取
整改情况汇报，实地察看波贺岗灌
区工程还湿成效。当听到 10025亩
湿地全部完成整改，所有渠系、池埂
已平整，恢复自然状态，整改任务提
前完成后，傅永国指出，各级党委政

府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守
护好一江碧水的重要指示精神，要
以抓好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
为契机，切实解决一批生态环保“老
大难”问题，要坚持举一反三，总结
推广经验，严肃查处破坏自然环境
的各类违规违法行为，绝不能再走
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搞一时发展
的老路。

傅永国强调，要把党史学习教
育与生态环保工作结合起来，与“我
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结合起来，
切实把党史学习教育落实到生态环

境保护各方面、各环节。要严格落
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守住生态
底线，筑牢生态防线。要加强生物
多样性保护力度，保持自然生态系
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不断提升生
态环境质量，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
获得感、幸福感，实现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

调研期间，傅永国还对杜尔伯
特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武装部基础设
施建设、政治教育、军事训练等情况
进行了调研，对人民武装部规范化
建设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傅永国在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调研时强调

不断提升生态环境质量
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

本报18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
记者刘庆忠 马智博）18日，省委常
委、哈尔滨市委书记王兆力主持召开
哈尔滨市委常委会会议，在听取关于
《哈尔滨市民营企业促进条例》立法工
作有关情况的汇报时，王兆力指出，要
广泛开展宣传，推动《条例》实施，注重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为民营经
济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王兆力指出，近年来，哈尔滨市

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民营经济发
展，千方百计为民营企业发展纾困解
难。为确保民营企业放心投资、舒心
创业，哈市将制定出台《哈尔滨市民
营企业促进条例》。

王兆力强调，要做好《条例》立法
背景、立法目的、主要内容等宣传。
各区、县（市）和职能部门要加强沟通
协调，细化完善措施，确保各项激励
措施能落地、落实。相关责任单位要

认真履职尽责，强化督促检查，逐条
逐款抓各项任务和措施，在法治轨道
上，法治框架内，保障民营企业健康
发展。要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切
实做好条例实施情况的调研监督。

王兆力指出，要精准做好服务，
各地区、各单位、各部门要把《条例》
的贯彻落实成效，体现在服务企业高
质量发展上，用实际行动为民营企业
鼓劲、加油，增添动力。

王兆力在主持召开哈尔滨市委常委会会议时强调

运用法治方式为民营经济
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本报18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
体记者刘晓云 杜怀宇）以史明志，继
往开来。18日，在中国共产党即将迎
来百年华诞之际，国内唯一的中共六
大历史专业展馆——中共六大历史
资料馆在绥芬河市正式开馆。这是
黑龙江省庆祝建党 100周年的一项
重要活动。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贾玉梅出
席开馆仪式并讲话。

贾玉梅在讲话时指出，中共六大
历史资料馆的落成，是全省发扬革命

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精神血脉
的具体行动和务实举措。黑龙江将
进一步保护开发红色遗产，有效利用
中共六大历史资料馆这一红色基地，
不断完善设施、丰富内容，将其打造
成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场
所，广大群众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阵
地，青少年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课
堂。进一步用好用活红色资源，组织
更多党员干部群众瞻仰参观、学习感
悟，激发爱党爱国情怀。进一步传承
弘扬红色基因，把党的百年历史学习

好、领会好，更好地践行初心使命、汲
取奋进力量，转化为奋力推进现代化
新龙江建设的生动实践，以优异成绩
迎庆党的百年华诞。

中共六大历史资料馆展陈面积
2800平方米，分为“六大召开的国内形
势”“中共六大的召开”“六大代表的回
国与六大精神的贯彻”三个主要展区，
生动展现了中共六大代表归国时的艰
辛历程和中共六大的历史贡献，对于深
入研究中共六大历史、总结历史经验具
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现实意义。

中共六大历史资料馆在绥芬河开馆
贾玉梅出席开馆仪式并讲话

本报18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
体记者孙佳薇）按照党中央和省委关
于党史学习教育部署，18日，省委常
委、组织部部长沈莹为分管部门党员
干部，作了题为《回望奋斗路、砥砺新
征程，增强践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
政治责任感历史使命感》专题党课报
告。

沈莹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我们党百年波

澜壮阔的奋斗历程和党领导龙江革
命、建设、改革的光辉岁月中，汲取前
进的智慧和力量，坚定信仰信念信
心，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
学史力行，做到学党史、悟思想、办实
事、开新局。要从百年组织工作发展
历程中，感悟组织部门向中心聚焦、
为大局聚力的使命担当，深化党的组
织路线服务党的政治路线的规律性
认识，把党的组织优势巩固好、发展
好、发挥好，激励广大党员干部提振

干事创业精气神，凝聚推动龙江振兴
发展的磅礴力量。要从百年党史中
传承组织部门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着力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组工干部
队伍，推动组织工作高质量发展，为
夺取现代化新龙江建设新胜利提供
坚强组织保证，以优异成绩向建党
100周年献礼。

全省组织系统党员干部，省委编
办、省委老干部局副处级以上干部参
加。

沈莹作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报告时强调

以强大组织优势
凝聚振兴发展磅礴力量

本报讯（盛季轩 黑龙江日报全
媒体记者薛立伟）17日，省委常委、省
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张巍赴省纪委
监委驻北大荒集团纪检监察组调
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
决策部署，推动派驻机构改革向纵深
发展，提高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水平，
进一步增强派驻监督治理效能。

张巍实地考察了完达山阳光乳
业公司，走访了北大荒集团总部，听
取了北大荒集团改革情况介绍，与省
纪委监委驻北大荒集团、省农信社、
龙江银行纪检监察组负责同志和基

层纪检干部进行座谈。
张巍强调，要严格落实中央改革

精神，明确派驻监督职责定位，健全配
套制度机制，抓好各项改革任务的拓
展深化，持续放大改革效能。要牢记

“国之大者”，聚焦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跟进监督、做实监
督，把政治监督有机融入企业治理之
中，保障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要紧盯“关键少数”，加强对各级“一把
手”和领导班子的监督，督促落实全面
从严治党第一责任人职责和“一岗双
责”，严格执行重要情况报告制度，不

断净化优化政治生态。要提升办案质
效，加强办案规范化建设，把好案件质
量生命线。要推动派驻监督与各类监
督贯通协同，整合监督资源，形成监督
合力。要全面加强派驻机构自身建
设，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打造忠诚
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

张巍要求，省管企业党委要把政治
建设摆在首位，认真履行管党治党主体
责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企业治理各环
节。要自觉接受监督，支持纪检监察组
履职尽责，加强下属单位纪委建设，推
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张巍在省纪委监委驻北大荒集团纪检监察组调研时强调

持续深化派驻机构改革
不断提升派驻监督治理效能

本报18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闫紫谦）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期间，黑
龙江代表团以代表团建议提出了《关于加
快大庆页岩油勘探开发和产业化商业化的
建议》，由国家能源局负责牵头办理。18日
上午，国家能源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任京东
一行来到我省，座谈听取对《关于加快大庆
页岩油勘探开发和产业化商业化的建议》

办理工作的意见。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范宏主持座谈会。

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宋宏伟出席座谈会。
国家能源局对建议办理工作高度重

视，会同国家有关部委、中石油、中石化及
相关院士、专家，专程到大庆开展工作调
研，并来到省人大常委会座谈听取意见。

座谈会上，国家能源局及有关部委分

别介绍了建议办理工作的想法和各自工作
推进情况，省人大、省政府有关部门也谈了
建议提出的背景和下步想要解决的主要问
题。通过座谈交流，进一步明确了建议的
办理重点和工作方向，为下一步推进建议
更好落实奠定了工作基础。

省人大、省政府有关部门以及其他有
关方面负责同志参加座谈。

就代表团建议办理情况

国家能源局与我省座谈听取意见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郭铭华

“上个月申请的低保，这个月就办完
了，前后不到 20天。感谢党的好政策，让
我们这么快就拿到了低保金。”佳木斯市桦
南县梨树乡西大村肢体二级残疾的村民朱
万发的老伴牛凤英，一大早来到梨树乡民
政办事大厅，专门感谢为她办理低保的民
政助理。朱万发也成为桦南县社会救助审
核确认权下放后，首位受益的困难群众。

将社会救助审核确认权限由县（市、
区）下放至乡镇（街道），是民政部门近年
来按照“放管服”改革要求，谋划推进的一
项重点工作。

权责清晰“二传手”变为“守门员”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传统救助审核

确认流程中，乡镇（街道）直接面向群众开
展服务，负责详细核查了解救助申请人的
家庭收入等情况，经调查、评议、审核后将
相关材料报县（市、区）进行最终确认；县
（市、区）民政局在提出确认意见前，要对
申请对象情况进行抽查，但不能全面覆盖

所有申请对象，这就可能出现权责不对等
的情况。

桦南县梨树乡乡长张杨表示，审核确
认权限下放后，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
处成为救助申请、审核、确认的责任主体，
由原先的“二传手”变为“守门员”，“大家感
觉责任大了、挑战大了，但干劲更足了。”

优化流程“简便办”更高效
大庆市高二学生金某某，父母离异后

与爷爷奶奶一起生活，日子过得比较拮
据。今年 5月，金某某髓母细胞瘤复发，
由于之前的治疗用尽了家中的积蓄，便提
出了救助申请。

街道办事处接到金某某申请后，立即
开展入户调查等工作，考虑其家庭情况，
网格长、居委会工作人员上门代为办理，
仅用了 12天就完成了金某某申请低保的
审核确认工作。

据大庆市让胡路区民政局副局长王
亚楠介绍，作为社会救助审核确认权限下
放工作试点，区民政局再造工作流程，将
家庭经济状况信息核对环节“关口”前移，

经核对符合条件的，街道按程序开展受
理、审核确认工作，实现流程优化、环节简
化、时限压缩。

强化监管 确保乡镇街道“接得住”
哈尔滨市方正县民政局社会救助中

心工作人员张美艳说，原先两级确认，由
县民政部门最后把关，现在一级确认了，
乡镇强化了“把关”意识，入户调查核实更
细致了。

省民政厅社会救助处副处长杨猛介
绍，省委省政府将社会救助审核确认权限
下放纳入“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高
位推动，充分体现出党和政府对困难群众
的关爱。省民政厅在前期充分调研走访
69个县（市、区）、140余个乡镇（街道）的
基础上，今年进一步加大指导力度，确保
县区“放得下”，乡镇街道“接得住”。目
前，全省 50个具备条件的县（市、区）已经
开展权限下放试点工作。接下来，民政部
门将坚持“放事、放权、不放监管”的原则，
持续压实各方责任，确保权限下放工作既
符合政策要求，又满足群众期盼。

救助审核确认权下放 急难愁事“提速办”

本报18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白石）共庆百年华诞，齐心开创新局。18
日，传承百年志 奋进新征程——黑龙江省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党旗传递活
动在鹤岗市隆重举行。

鹤岗市相关单位党员代表 500余人参
加活动。

活动现场，全体党员庄严肃立，面向党

旗，在领誓人的带领下举起右手，重温入党
誓词，回望入党初心，抒发对党忠诚的意志
和信念，更加坚定了党员干部的初心和使
命。“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
领，遵守党的章程……”铿锵有力的誓言在
现场久久回响。

重温入党誓词后，参加活动的党员纷纷
加入到“我和党旗合个影”中来，和党旗合影，

以此深情表达对党、对国家、对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深厚情感，鲜红的党旗映红了大家的
脸庞，所有人脸上都洋溢着自豪和幸福。

鹤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广大师生唱
响《唱支山歌给党听》，表达对伟大的党和
祖国的真挚祝愿，祝愿伟大祖国在党的坚
强领导下更加繁荣富强。嘹亮的歌声，将
活动现场气氛推向了高潮。

我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党旗传递活动在鹤岗市隆重举行

本报18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见习
记者杜清玉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桑蕾）
18日，全省国资国企主要负责人赴齐齐哈
尔，开展以“学一重、促提升、开新局”为目
的学习考察活动。

近几年，一重集团不断加大企业市场
化改革力度，各项工作任务均取得了显著
成效，节点完成率均实现100%，其中股权多
元化、混改企业按户数占比超过 62.3%，按
资产总额占比超过93.56%。

今年是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关键之年，
也是国企改革攻坚之年，年底要完成三年

改革任务的70%以上。学习一重经验，要进
一步增强推进国企改革三年行动的责任
感、使命感和紧迫感，认真对标对表，紧紧
抓住重点任务不放松，确保年底前各项改
革工作任务取得新突破、新进展、新成效。
此次学习一重经验要结合推动党建工作与
生产经营深度融合学，要结合推动企业高
质量发展学，要结合实现国企改革三年行
动目标学。

学习考察活动团由全省各市（地）主管
副市长、国资监管机构负责人，省国资委出
资企业主负责人，省国资委领导班子有关

成员和各处（室、局）负责人，80余人参加。
学习考察为期一天半。18日上午，考察

团重走了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一重集团时的
路线，参观了一重集团部分生产车间和一重
集团展览馆等，深入感受了一重集团推进改
革发展和加强党建工作取得的成果成效。
下午，一重集团党委常委、副总经理隋炳利，
一重集团党委副书记、董事张振戎作专题讲
座。当晚，考察团全体成员还做了分组讨
论。19日，一重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刘明
忠将介绍改革经验。参加学习考察的市
（地）和出资企业代表将交流学习考察体会。

全省国资国企负责人赴一重“取经”

本报讯（李刚 徐宝德 黑龙江
日报全媒体记者吴玉玺）14日至 17
日，大兴安岭地区、齐齐哈尔市西部
降大到暴雨。受本次降雨影响，18
日7时，黑龙江支流盘古河盘古水文
站出现洪峰，洪峰水位 100.6米；18
日3时，嫩江支流多布库尔河松岭水
文站出现洪峰，洪峰水位 102.2米。
2次洪峰均为建站以来最高水位。

发生洪峰后，省水利厅和省应
急管理厅研究部署大兴安岭地区洪
水防范应对工作，省防汛抗旱指挥
部办公室派出专家组前往大兴安岭

地区，针对超警河流洪水防范应对，
结合当地防汛抢险实际情况，提出
切实可行的技术指导意见，协助地
方做好防汛工作。大兴安岭地区启
动防汛应急响应，加格达奇、新林、
松岭、塔河等地全面进入临战状态。

大兴安岭地区共出动人员 2268
人次，其中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903
人次；投入抢险设备 281辆；抢险 55
处，救援群众370人；调拨物资23.91
万元，其中，编织袋59500条、土石料
3880立方米；巡堤查险1056人次，处
置堤防险情隐患48处。

截至目前，全省 4条大江大河，
水位与历年同期相比，黑龙江整体
高 1.79 至 3.58 米，嫩江整体高 0.73
至 2.2米，松花江佳木斯段、哈尔滨
段基本持平，其他江段高 0.43 至
2.26 米，乌苏里江整体高 1.08 至
1.75 米。18 条中河，牡丹江、穆棱
河、讷谟尔河、逊毕拉河等 4条河流
水位基本持平，额木尔河、甘河、呼
玛河、诺敏河、绥芬河、倭肯河、雅
鲁河等 7 条河流水位偏高 0.23 至
2.52米；其余 7条河流水位偏低 0.23
至 0.82米。

大兴安岭地区2个水文站水位达到历史最高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
体记者狄婕）受水害影响，潮乌
线得耳布尔站至莫尔道嘎站间
铁路桥梁被洪水冲毁。为确保
旅客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
决定：自 6月 18日起至另行通
知止，海拉尔开往莫尔道嘎的
4170/67次运行至得耳布尔终
到，得耳布尔至莫尔道嘎间停
运。自6月19日起至另行通知
止，莫尔道嘎开往海拉尔的
4168/9 次莫尔道嘎至得耳布
尔间停运，得耳布尔至海拉尔
间正常开行。

哈铁部分
列车停运

17日至18日，塔河县塔河镇呼玛河段出现30年一遇严重汛情。塔河县委县政府
坚持把防汛防涝保安全作为当前首要工作。目前，塔河县共出动防汛救灾人员1161
人次，共抢险6处，救援群众36人，累计转移611人，调拨近百万元物资。

邱贺岩 牟璐 石佰龙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磊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