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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4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刘大
泳 任志勇）13日至 14日，省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贾玉梅深入佳木斯市和双鸭山市开展“办实
事 开新局”专题调研，对媒体深度融合发展、党
史学习教育开展情况进行实地调研指导。

贾玉梅先后来到佳木斯广播电视台、桦川
县融媒体中心、双鸭山市融媒体中心、宝清县融
媒体中心，实地了解媒体深度融合发展情况，指
导下步重点改革任务落实。期间，贾玉梅深入
基层农村社区、相关企事业单位，就党史学习教
育重点工作作出具体安排部署。

贾玉梅指出，推动媒体深度融合发展，是大
局所系、发展所需、群众所盼的重大战略工程，
必须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决策部署，提高政
治站位，紧扣目标要求，强力推进落实，推动各

项改革工作早谋划、快实施、真见效。要深化主
流媒体体制机制改革，打破思想桎梏和传统思
维限制，建立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的一体化组
织架构、采编模式和发展体系。要提高主流媒
体舆论引导力和群众服务力，探索建立“新闻+
政务服务商务”的运营模式，不断构筑新时期主
流舆论矩阵。要创新全媒体人才培养选聘机
制，实行更加积极、开放、有效的人才政策，提高
主流媒体人才吸引力和竞争力。

贾玉梅要求，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党史学习教育核心内
容，快速掀起大学习、大宣传、大研讨工作热潮，
扎实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集聚全
省人民奋力推进现代化新龙江建设的强大力
量。

贾玉梅在佳木斯市双鸭山市调研强调

瞄准目标 强力攻坚
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

本报14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米
娜）记者从14日召开的全省禁毒工作电视电话
会议获悉，去年以来，全省破获毒品刑事案件
1054起，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 1630人，打掉制
贩毒团伙170个，缴获毒品67.95千克。

副省长、省禁毒委员会主任、公安厅厅长
李毅出席会议。

据悉，去年以来，全省禁毒部门紧紧围绕
整治突出毒品问题持续发力，强力推进禁毒打
防管控和重点整治、示范创建、禁毒扶贫“三大
任务”，实现了侦破毒品犯罪案件数上升、省内
毒品供应明显下降，制毒物品管控有效提升、

入滇外流明显下降，贩毒人员案前在控率提
升、脱失漏管吸毒人员明显下降“三个上升三
个下降”目标。全省破获毒品刑事案件 1054
起，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 1630人，打掉制贩毒
团伙170个，缴获毒品67.95千克。全省查获吸
毒人员 4405人次，查获新发现吸毒人员 1964
人，强制隔离戒毒1155人、社戒社康1615人，毒
品消费市场进一步萎缩；查处“毒驾”人员 99
人，查找、处置脱失吸毒人员 432人，未发生吸
毒人员肇事肇祸案事件。

七台河、双鸭山在全国 109个申创城市中
脱颖而出，双双被评为“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去年以来

我省破获毒品刑事案件1054起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见习记者杨惠
暄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郭铭华）13日，省未
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哈
尔滨召开，副省长、省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
组组长杨博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精神，充分认识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工
作的重要意义，把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摆上重要
位置，进一步增强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责

任感和使命感。要坚持问题导向，创新方式方
法，丰富工作内容，切实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
益，努力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用情关爱服务
未成年人特殊群体，各司其职落实好未成年人
保护的各项职责。要强化组织保障，加快推进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协调机制建设，落实工作责
任，履职尽责，认真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
未成年人保护法》，不断提升全省未成年人保护
工作能力和水平。

省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
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

本报14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
体记者樊金钢）《中俄（哈尔滨）经贸
指数报告（2021）》14日在哈尔滨正
式发布。报告显示，2020年，中俄贸
易指数总体保持稳定态势，达194.06
点。中俄贸易增速在中国主要贸易
伙伴中位列第一，中国继续保持俄罗
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的地位，俄罗斯
是中国第十大贸易伙伴。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全球经
济衰退压力，中俄两国秉承互利双赢
的理念，互相支持合作，经贸合作显
示出较强韧性，凸显了新时代中俄全
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特殊性和重
要性，中俄经贸合作发展前景可期。
据介绍，2020年，中俄双边货物贸易

额1077.7亿美元，连续三年突破千亿
美元大关。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我省对俄贸易指数整体略有下降，与
东北 4 省区对外贸易指数走势相
似。2020年，我省与俄罗斯的对外
贸易中，矿物燃料进口占八成以上，
化工产品、动植物油脂、塑料制品等
进口商品增长较快。同时，纺织品、
轻工产品、植物产品、机电产品出口
排名靠前，上述商品累计占全省出口
的五成以上。

该报告单设专题，研究对俄中心
城市哈尔滨。哈尔滨对俄中心城市辐
射力指数分别从经济综合辐射力、产
业辐射力、科技辐射力、对外贸易辐射

力与基础设施辐射力五个维度构建评
价指标体系。据介绍，哈尔滨城市辐
射力增强显著。2020 年指数收于
148.9点，同比上升9.04%。虽然在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下，对外贸易辐射力
有所下降，但科技辐射力和基础设施
辐射力有力带动了哈尔滨城市辐射力
指数的上涨，表明在危机情况下，哈尔
滨仍具有较强的区域竞争力。

据了解，为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
路”，构建向北开放合作新高地，哈尔
滨市在对俄开放合作方面从思想、思
路层面不断破题，对俄合作水平持续
提升，已逐渐成为东北地区新的经济
增长极。哈尔滨市开通对俄通航城市
已达9个，哈尔滨国际铁路集装箱中心

站与全国其他17个中心站干线直连，
哈尔滨“三位一体”跨境物流辐射全
球。哈尔滨新区、自贸片区加速崛起，
示范引领作用凸显。完善金融服务体
系，建设对俄跨境人民币结算中心，增
强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据了解，为打造中俄经贸“晴雨
表”和“风向标”，哈尔滨市政府联合
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编制中俄（哈
尔滨）经贸指数。该指数以中俄两国
进出口贸易发展情况为切入点，通过
建立可量化的指数体系，为从事中俄
经贸相关的市场参与者把握市场动
态、洞悉发展趋势提供数字参考。中
俄（哈尔滨）经贸指数2019年首次发
布，已连续发布三年。

《中俄（哈尔滨）经贸指数报告（2021）》发布

哈尔滨对俄城市辐射力显著增强

□刘光东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孙铭阳

日前，省国资委出资企业交投
集团权属高速公路质量提升工程绥
满高速修复养护工程传来喜讯，全
线 156.672km沥青路面主体顺利合
龙。该项目线路长、分布广、工期
短、边施工边通车，施工组织和安全
管理难度倍增，更好地为人民群众
安全、舒适、顺畅出行提供了服务。

自党史学习教育启动以来，省
国资委出资企业结合自身实际，聚
焦职工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扎实
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截至目前，出资企业集团层面牵头
落实的100个事项，已完成55项，完
成率达 55%；全系统确定的 4060个
事项，已完成 2672 项，完成率达
65.8%,超额完成了省委确定的“七
一过半”的任务要求。

省航运集团筹建的黑龙江航运
首个百年文化展览馆正式揭幕开馆，
成为展现龙江航运业发展历程、丰富

企业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营造浓厚的
庆祝建党百年氛围鲜活载体。

旅投集团权属企业北鱼集团与
黑龙江生物科技学院校企共建成立
北鱼产业学院，为权属企业职工提供
免费的技能培训和专业学历提升教
育，不断输出渔业行业专业化人才。

据省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各出资企业瞄准“开新局”要求，聚
焦“十四五”规划和国企改革三年行
动，不断增强抓落实能力、改革创新
能力、攻坚克难能力、群众工作能
力，积极组织项目建设难点攻关，着
力破解制约企业改革发展难题。其
中，产投集团领导班子成员深入到
兰西、七台河辰能生物质发电有限
公司开展专题调研，针对发现的问
题建立了包保制度，通过包原料、包
沟通、包手续，各司其职，加快推动
生物质发电厂的各项工程建设。龙
睿公司开展了“春风送暖”专项行
动，为 150名僵尸企业待安置职工
解决了社保补交接续的历史遗留问
题。招标公司积极推动事业编制人

员的待遇保障接续，着力破解“事转
企”改革中的阻碍症结问题。

在推进重点项目建设的同时，
各出资企业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民
生问题，立足发挥行业优势，科学合
理安排落实各项办实事任务措施，
切实履行国有企业社会责任与政治
担当。

交投集团积极实施高速公路质
量提升工程，目前各项目投资进度
推进过半，哈肇项目完成投资 43.4
亿元,占概算投资的 57%;绥大项目
完成投资 67.9亿元,占概算投资的
53%；龙江森工集团捐助绿化树木
支持省内各地开展乡村美化建设，
目前已累计提供苗木107.5万株，支
持绿化美化村屯 174个，绿化美化
面积近 10000亩；农投集团加大了
农投“大数据+金融”支农模式帮扶
力度，通过信用贷款无抵押方式，今
年以来累计帮助农户贷款270多亿
元，辐射带动农民超过 40万户，实
现了农民贷款“办事不求人”、“借
钱有尊严”。

各出资企业还针对职工群众的
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明确工作目
标、责任单位、责任人和完成时限，
分类别推进、分层次落实。

建投集团积极推动解决系统内
“双职工零上岗”问题，广泛开展调
查摸底，查明双职工家庭“2人均未
上岗家庭”20 户和“1 人未上岗家
庭”88户，目前正在根据职工意愿
推动上岗复工；龙煤集团着力推动
落实“持续提高职工工资收入”“开
展全员职业健康体检”“矿领导与一
线矿工同穿干爽作业服”“煤矿两堂
一舍改造”等为职工群众办实事项
目，做到了群众满意、企业受益；省
铁路集团推动健全职工保障体系，
为全部936名在岗职工购买了大病

“安康保险”，解决了职工看病难的
后顾之忧；交易集团聚焦广大职工
所需所盼，提高了职工食堂班中餐
质量，坚持每季度为职工发放一次
电影票，每年为过生日职工发放蛋
糕券、为职工发放购书卡，进一步提
升了职工以企为家归属感。

省国资委出资企业

4060件民生事项已完成65.8%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
者程瑶）由团省委、中国银保监会黑
龙江监管局、中国邮储银行黑龙江
省分行主办，牡丹江团市委承办的

“邮储银行杯”第五届“创青春”黑龙
江省青年创新创业大赛正在火热进
行中，13日开始，大赛“最高人气创
业项目奖”线上投票活动正式在龙

头新闻上线。
本次大赛于6月初正式启动，经

过激烈的初赛和复赛，共有 36个项
目从“科技创新”“乡村振兴”“互联
网”三个竞赛项目组406个报名项目
中脱颖而出，将参加7月22日在牡丹
江市举办的大赛决赛。

本次大赛总金额近 20万元的奖

金设置创历届省赛新高。除了丰厚
的奖金，团省委还将推荐进入决赛的
项目入驻全省各市地创业产业园区，
协调对接创业导师，举办投融资双选
会，优先向相关企业、银行、风投机
构、创投机构做推荐，并优先推荐参
加第八届“创青春”中国青年创新创
业大赛。邮储银行黑龙江分行还将

对符合条件的大赛获奖选手给予信
贷额度支持。

“邮储银行杯”第五届“创青
春”黑龙江省青年创新创业大赛
“最高人气创业项目奖”线上投
票 通 道 ：http://h5.hljnews.cn/
h5/topic/5085

黑龙江省青年创新创业大赛“最高人气创业项目奖”线上投票在龙头新闻上线

快来给你喜欢的项目投票吧

本报14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
体记者周静）省气象台14日17时发
布 14日夜间至 17日白天全省天气
预报。

14日夜间到15日白天：大兴安
岭北部阴有中雨，局地有大雨，鹤
岗、大庆、佳木斯东部、双鸭山、七台
河、鸡西、牡丹江多云，其它地区多
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黑河东部、
绥化北部雨量可达中雨。

15日夜间到16日白天：伊春南
部、齐齐哈尔、绥化阴有中雨，大兴
安岭南部、牡丹江东部多云，其它地
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

16日夜间到17日白天：伊春南
部、齐齐哈尔南部、绥化阴有中雨，
大兴安岭北部、黑河多云，其它地区
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另外，14日
夜间西部地区平均风力 4~5级，阵
风 6~7级；降雨同时伴有短时强降
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4-17
日中东部地区最高气温超过 30℃，
东部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 33~
35℃，湿度较大，体感温度较高；大
兴安岭地区仍处于黄色地质灾害气
象风险预警、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风
险预警中，大兴安岭全区、齐齐哈尔
市碾子山、龙江、甘南地区仍处于黄
色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中。
请注意预防。

14日夜间最低气温：大兴安岭
16~18℃，七台河、牡丹江 19~21℃，
黑河、双鸭山、鸡西 21~23℃，其它
地区23~25℃。

15 日白天最高气温：大兴安
岭、黑河、齐齐哈尔、绥化 29~31℃，
其它地区31~33℃。

我省
近日多雨

本报讯（周峰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刘大
泳）日前，佳木斯与北大荒集团正式签署战略合
作协议，同时举行企业合作项目签约和北大荒
佳木斯区域农服中心揭牌仪式。通过全方位、
多领域、深层次的战略性合作，将有力推动佳木
斯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发展和北大荒集团打造
世界级粮食企业航母战略的建设进程，为谱写
现代化新龙江建设新篇章贡献垦地更大贡献。

北大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守聪和佳
木斯市委书记王秋实为北大荒佳木斯区域农业
综合服务中心揭牌，现场签署“国家农机装备创
新中心成果转化基地暨研究生培养基地”等 6
个合作项目协议。

王秋实说，佳木斯与北大荒集团之间渊源

很深，长期以来双方唇齿相依、血脉相连，共同
开发了三江平原，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价
值。佳木斯市委市政府将以真挚的情谊、最好
的服务、最优的政策，以此次签约揭牌活动为新
起点，进一步密切双方互信关系，建立健全互动
机制，全力支持和服务北大荒集团和各企业在
佳木斯发展壮大，推动新时代垦地合作再上新
台阶。

王守聪表示，佳木斯是北大荒集团的故乡，
双方在原有合作基础上再次携手并进，意义重
大。围绕全面落实双方战略合作协议，立足于
早和快，推动各项合作内容早日落地见效，在北
大荒的故乡把现代农业文章做得更加精彩，确
保垦地合作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佳木斯与北大荒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见习记者周姿
杉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赵一诺）近日，哈工
程—华为“智能基座”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基地签
约暨揭牌仪式在哈尔滨工程大学举行。双方相
关部门负责人及参与“智能基座”课程共建教师
出席签约仪式。

哈尔滨工程大学党委书记高岩在座谈中表
示，学校将以“智能基座”基地建设为抓手，着力
推动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新发展，与华为携手打
造校企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新典范。希望通过

“智能基座”基地的建设，与华为公司进一步深
化全方位合作，携手面向国家和行业需求，聚焦

前沿和关键领域，服务支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
和网络强国、制造强国战略。

记者从签约仪式上获悉，哈工程是首批入
选教育部—华为“智能基座”产教融合协同育人
基地的 72所高校之一。基地目前共有 34门共
建课程，2021年春季共有15门课程完成了首次
开课，覆盖学生近 5000人，42名教师参加了华
为公司组织的师资培训课程（线上+线下）。基
地通过校企课程共建，产生了新的教学案例和

“课赛一体化”的实践教学改革，基于框架智能
科学与工程学院联合华为设立了 14个本科毕
业设计题目，深化校企合作成效。

校企产教融合协同育人

哈工程—华为“智能基座”基地揭牌

盛夏时节，省农垦科
学院水稻研究所的科技专
家深入田间地头，走进农
场和科研基地，现场查看
水稻秧苗长势，了解水稻
生产情况，向水稻种植户
详细讲解水田管理、优质
米生产和智慧农业等技术
标准，从规模化农田建设、
优质水稻生产、智慧诊断
调控等方面当场提出相应
的技术措施与解决办法，
并进行现场培训，推广优
良品种。

王亚光 李世杰 黑龙
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郭俊
峰摄忙忙

下下
乡乡

专家们在佳木斯市徐一戎水稻科技园区科研现场专家们在佳木斯市徐一戎水稻科技园区科研现场。。

农业专家在稻田里工作农业专家在稻田里工作。。

专
家
盛
夏

稻田里的现代化检测仪器。

本报14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樊金
钢）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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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听取关于全
市河湖“清四乱”情况、全市违建别墅问题清查
整治专项行动和“回头看”工作开展情况、全市

“大棚房”清理整治“回头看”工作开展情况的汇
报时，王兆力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全面提升
生态环境建设水平。

王兆力指出，开展河湖“清四乱”专项行动
是国家和省强监管的标志性工作。各区、县
（市）和相关部门要以“钢牙啃硬骨头”的劲头，
强化措施、合力攻坚，全力整治未销号问题，全
力以赴打好河湖“清四乱”专项整治任务歼灭
战，建立完善“清四乱”工作的常态长效机制。

王兆力强调，压实主体责任，统筹开展好全
市违建别墅清查整治“回头看”专项工作。各
区、县（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调度、抓
落实、抓考核，确保存量问题不反弹、新的问题
不发生。要落实整治任务，对新增违建别墅和
前期瞒报漏报、整治不彻底的违建别墅，依法依
规快速作出处理。要加强日常监管，建立早发
现、早制止、严查处的工作机制，防止问题回潮
反弹。

王兆力指出，要深刻认识中央重拳治理耕
地“非农化”的决心，坚决遏制“大棚房”问题反
弹回潮。要层层压实责任，加强统筹谋划，细化
分解任务，逐项落实到位。要继续深入开展巡
回督导检查，持续排查问题，狠抓问题整改。

王兆力主持召开哈尔滨市委常委会会议强调

提高政治站位
全面提升生态环境建设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