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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是
国家向北开放的高地，哈尔滨海关在
通过系统集成推动黑龙江自贸试验区
改革创新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哈尔滨
海关关税处处长包春荣回答了记者提
问。

她表示，今年上半年，我省自贸试
验区进出口总值 111.52亿元，同比增
长 50.9％，高于全省进出口总值增速
32.5个百分点，以 0.03%的土地面积实
现了全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的
12%。其中，哈尔滨片区27.47亿元，同
比增长 2.79 倍，绥芬河片区 61.23 亿
元，同比增长 19%，黑河片区 22.82 亿
元，同比增长50.3%。

据悉，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
验区设立以来，哈尔滨海关将制度创
新与促进沿边开发开放、推进对俄合
作紧密结合，自主探索了“俄罗斯低风
险植物源性中药材试进口”“优化黑龙
江边境自贸片区进境俄罗斯粮食检疫
流程”等创新举措，通过海关总署备
案，在黑龙江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
同时，向海关总署申请备案“边民互市

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多部门全链条
监管”和“管输能源智慧监管”等两项
创新举措。这些举措体现了跨领域创
新、跨部门协同的系统集成要求。

创新制度的数量较多。自2019年
8月黑龙江自贸试验区设立以来，哈尔
滨海关有 5项自贸创新举措通过海关
总署备案，居于同期全国海关首位，形
成了“落地一批、申报一批、储备一批”
的海关制度创新滚动工作模式；制度创
新的含金量比较高，各项创新举措充分
体现了“管得住、放得开、效率高、成本
低”的要求，得到企业普遍欢迎，比如，

“俄罗斯低风险植物源性中药材试进口
创新举措”已吸引多家中药材加工企业
在沿边自贸片区落地，为龙江自贸试验
区招商引资提供了有利条件。

下一步，哈尔滨海关将依托税收
征管、贸易管制、检验检疫、统计分析、
国际合作、知识产权保护、AEO互认等
方面职能，不断探索监管机制、模式、
手段创新，以高质量海关监管制度创
新服务黑龙江自贸试验区向北高水平
开放。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付宇）日前，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审核查
验中心组成检查组，对全省普通乳制
品生产企业进行了食品安全生产规范
体系检查，并就企业在产品质量控制、
检验能力等方面存在的疑惑给出了指
导，同时帮助企业查找短板，服务企业
高质量发展。

在对牡丹江万鼎乳业有限公司进
行乳制品体系检查时，检查组针对企
业增强市场主体责任、强化落实食品
安全管理制度、加强过程管理、全面实
施良好生产规范等方面进行了详细指
导。同时，督促企业加强风险防控和

食品安全自查，定期对生产条件、设备
状态、产品检验等方面食品安全状况
进行检查评价并报告食品安全事故潜
在风险。

在对铁力市澳骊源食品加工有限
公司进行乳制品体系检查时，检查组督
促企业要加强检验把关，严格落实原辅
料把关和产品出厂检验义务；鼓励企业
探索新产品研发；指导企业加强创新技
术研究，采用信息化手段建立、完善食
品安全追溯体系。同时，对企业的检验
方法、标准液配制等技术进行了全面细
致的指导，帮助企业切实解决了实际
问题，受到了企业的好评。

我省开展普通乳制品生产企业安全检查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董盈）炎炎夏日，在新疆阿勒泰地区，
我省援建的“阿勒泰地区天文馆”已进
入内部装修阶段，用不了多久，阿勒泰
地区的孩子们就能体验“畅游星际之
旅”了。

阿勒泰地区天文馆建设总投资
6779 万元，我省援助资金达 3000 万
元。“目前全球第四大、中国第二大铁
陨石‘阿勒泰之星’已进入阿勒泰地区
天文馆，阿勒泰厅、地球厅、太阳系厅、
恒星厅、银河系厅等九大功能厅以陨
石为主线思路正在进行内部装修，计
划10月完成建设。项目建成后，可以
为阿勒泰地区的孩子们科普天文知
识，并且还有一些模拟台，孩子们参观
后可以操作高端的天文望远镜，从小
培养孩子们的天文兴趣。”该项目联络
人、阿勒泰地区第二高级中学副校长
王志说。

天文馆建设快速推进的同时，7

月 8日，阿勒泰地区行政公署与中国
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在北京签署战略合
作协议。据悉，双方将打造阿勒泰地
区集科研、科普于一体的天文观测项
目基地。

阿勒泰地区发改委副主任、我省
援疆前方指挥部项目部长曹庆锋介
绍，天文观测基地项目建设地点在阿
勒泰地区福海县沙尔布拉克。经专家
团队多次论证，该地气候条件、光污染
条件、后勤补给等条件适合建设专业
天文观测台，并有较好的发展前景。
天文观测基地项目计划投入资金
6850万元，其中我省援建资金 850万
元。

据了解，阿勒泰地区行政公署与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还将依托天文
观测项目基地带动当地天文特色旅游
和暗夜公园等相关产业发展，吸引国
内外天文探险家以及其他游客前来观
光旅游，打造阿勒泰旅游的新名片。

我省援建阿勒泰项目 打造天文旅游名片

□姚自强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杜怀宇

“自驾游营地环境好，空气好，
最关键是人好，特别热情。我们出
来很久了，住过很多营地，这里是真
好，又方便，环境又好看。”来自山东
省泰安市的自驾游游客黄徽临说。

7月中旬，骄阳似火，作为第四
届全省旅发大会重点建设项目，绥
芬河中俄自驾游营地迎来了全国各
地的汽车自驾游爱好者。游客在这
里游玩、用餐、住宿，亲身感受这座
沿边开放口岸城市的历史建筑、特
色美食、民俗风情。

绥芬河中俄自驾游营地位于天
长湖畔，环抱于青山绿水间，占地面
积5.85万平方米，是集房车自驾、户
外露营、康养娱乐为一体的综合特
色景区，由配套服务区、商业消费
区、特色住宿区、休闲娱乐区和环湖
风景区五大功能区组成。设有 69
个帐篷营位和10个房车营位，星空

小屋、木刻楞等特色营房让游客尽
享独特的住宿体验。

在篝火广场，游客既可以享受
到汽车影院视听影音的震撼效果，
又可以感受点燃篝火的别样体验。
营地中还建有儿童拓展区、篮球场、
足球场、汗蒸区域，使户外体验与休
闲度假有机融合，让更多的游客真
正体验到原生态的感受、慢生活的
节奏。

自驾游营地建成开营以来，为
绥芬河市民和外来游客提供了尽情
享受自然风光，感受独具魅力的生
态森林风情，体验特色旅游乐趣
的好去处。绥芬河市民马楠说：

“中俄自驾游营地开营以来，不仅
吸引了绥芬河本地和周边县（市）
的游客们来此休闲游玩，也成为
对外展示‘百年口岸’崭新城市形
象的一个窗口。在做好常态化疫
情防控工作的前提下，希望今后
有更多全国各地及俄罗斯等国的
游客们来此游玩。”

绥芬河中俄自驾游营地

住木刻楞营房 看篝火晚会

本报讯（关瑞 黑龙江日报全媒
体记者刘晓云）日前，经过激烈比
拼，牡丹江市十佳旅游形象大使选
拔赛决赛落下帷幕，现场揭晓了冠、
亚、季军和单项奖得主。

决赛现场，10位参赛选手共同
进行了才艺秀《水调歌头》、满族刺
绣展示《万疆》、牡丹江旅游资源专
项推介 3个集体展示环节，最终评
选出了冠、亚、季军和湖光、森林、冰
雪、边境、民俗、红色、特色旅游大
使。同时经大赛组委会审议，从旅
游礼仪大使中评选出最佳风尚奖和

最具魅力奖。
本次大赛 10 强获奖选手将被

推荐为牡丹江市各景区形象大使、
参与拍摄城市旅游宣传片，担任牡
丹江市旅游重大活动宣传推荐及讲
解人员，大赛11强至40强选手为牡
丹江市旅游礼仪大使，担任第四届
黑龙江省旅发大会礼仪。所有获奖
选手将积极参与牡丹江市旅游宣传
推广工作，以自身良好形象代言牡
丹江市旅游品牌，参加第四届全省
旅发大会文化交流、宣传推广、礼仪
服务等活动。

牡丹江市十佳旅游形象大使出炉

上图：自驾游营地鸟
瞰。

下图：特色营房。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杜怀宇摄

（上接第一版）黑土地是“耕地中的大
熊猫”，我省狠抓耕地这个农业要害，因地
制宜，综合施策，农业生态建设成效明
显。全省耕地土壤有机质平均含量 36.2
克/千克，是全国的 1.83倍。秸秆综合利
用率达 91.4%。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
达80.1%。

——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2020年
我省高质量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886.7万
亩，全省98%以上项目县份建设任务都过
万亩，最大建设面积达 20万亩以上。初
步形成了七类“高标准农田+”建设模式，
进一步释放了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整体成
效。今年上半年落实高标准农田建设面
积1010万亩，同比增长18.3%。

——落实黑土地保护项目。积极争
取国家东北黑土地保护利用项目资金和
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资金，今年分别遴
选 15个和 19个县（市、场）开展试点。新
增测土配方施肥面积 4000万亩，实现测
土配方施肥全覆盖。

——推进耕地质量改善。今年落实
保护性耕作国家任务 2310万亩，超额完
成国家下达任务目标。秸秆综合利用率
达到 90%以上，还田利用率达到 65%以
上。新建800个病虫疫情监测网点，总数
达到 3000 个，增配监测设备 3902 台
（套）。更换节药喷头 18万套，总数累计
达到 82.4万套。组织开展绿色防控技术
试验示范68项。

——建立健全保护机制。正在制定
《黑龙江省黑土耕地保护管理“田长制”工
作方案》，修订《黑龙江省耕地保护条例》、
起草《黑龙江省黑土地保护利用条例》。
成立省级黑土地保护利用专家组，开展科
技攻关和技术集成。牵头开展“大棚房”
问题、打击盗采泥炭黑土、违规占用耕地
搞绿化等专项整治行动，持续保持高压态

势，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
粮化”。

“藏粮于技”不断提高粮食产能

随着现代科技正与农业生产、经营管
理全产业链进行深度融合，发展信息化、
数字化、智能化甚至是无人化的现代农
业，已成为农业转型升级的突破口。

2020年，北大荒集团建三江分公司
七星农场无人农场作业面积为 2000
亩，2021 年已发展到 5000 亩。无人驾
驶拖拉机、无人驾驶插秧机、无人驾驶收
割机……借助卫星导航定位，无人驾驶的
机械不仅精度不减，而且有效降低了人工
劳动强度。

作为全国实施农机化生产较早的省
份，我省耕种收机械化水平达98%。农业
科技贡献率达 68.3%。农业组织化程度
领跑全国，全省200亩以上的土地规模经
营总面积达到 1.3亿亩以上，位居全国之
首。培育出优质粮食、畜产品、山特产品
为主导的农产品产业集群，打造出数量众
多、种类齐全的规模化生产基地，可按市
场对品种、品质需求，提供数万吨至数十
万吨的优质粮食及其它农产品。

——推进农业科技创新。采取“任务
清单+攻关小组”模式，组织 17个协同创
新体系开展卡脖子技术攻关 100 余个。
遴选并发布全省区域性、引领性主推技术
20项，其中寒区黑土地保护性耕作技术
被遴选为全国主推技术发布。建设现代
农业科技示范基地138个，支持70个县开
展农技推广服务。开展农民普及型培训
286.8万人次。

—— 提 升 农 机 化 水 平 。 启 动
2021-2023年新一个周期的农机补贴政
策，做到优质优补。开展农机作业标准化

质量提升三年行动，全程全面提升农机作
业质量。持续推进农业机械安全专项整
治三年行动，加强农机安全生产与监督管
理，开展“平安农机”创建活动。

——加快数字农业建设。在10个县
开展数字农业示范县建设试点。推进北
大荒农垦集团建三江分公司开展智能化
无人机械作业试点。组织申报全国农业
农村信息化示范基地项目 8个。成立全
省数字农业农村发展促进会，入会企业已
达33家。

农业插上了科技翅膀，农产品加速提
质增效。北安市宇新农机合作社去年有
些地块大豆亩产实现420多斤，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这主要得益于专家培育的高
蛋白、高产品种，再加上科技种田。”合作
社理事长王福贵说。

像宇新农机合作社这样的各类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在我省突破20万个，已成
为推动粮食增产的重要力量。而且，今年
全省有4700多个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
主的农业生产托管服务组织，签订了全程
托管服务合同面积超过 2000万亩，向农
业现代化迈出了关键一步。

推进种业创新打好种业翻身仗

我省坚持把种业创新发展作为农业
农村现代化的重点任务，制定了《黑龙江
省种业创新发展实施方案》，编制了《黑龙
江省“十四五”现代种业发展规划》，种业
翻身仗迈出坚实步伐。

——加强种质资源普查与保护。启
动全省畜禽种质资源普查和水产养殖种
质资源普查。开展省级农业种质资源保
护与确定，目前6家农作物种质资源库、2
家畜禽遗传资源保种场、1家农业微生物
菌种保藏管理中心和 1家微生物资源库

已完成专家现场评审。
——加强新品种选育与推广。建设

10 个专家育种示范基地，示范作物 657
个品种。确定高产优质品种 285 个，指
导全省种植户科学选种用种。审定推
广玉米、水稻、大豆、小麦等主要农作物
新品种 334个，认定工业大麻品种 4个，
审核上报国家非主要农作物登记品种
60个。

——加强良种繁育基地建设。积极
争取 2021年国家制种大县奖励资金，继
续实施大豆良种繁育能力提升补助政策，
支持17家企业实施大豆良种繁育能力提
升。推动国家级大豆种子基地建设，改善
南繁基地基础设施，进一步提升服务功
能。

——加强种子质量监管。建立常态
化监管机制，对种子生产、加工、销售进行
全程质量检测监管，加强种子线上线下销
售监管，清查春季种子市场，加强物流等
重点环节管控，依法严厉查处套牌侵权、
制假售假、以粮代种、非法转基因种子等
违法犯罪行为，确保农业生产用种安全。

“龙江熟，天下足”。据统计，新中国
成立以来，累计为国家提供商品粮1万多
亿斤。2020 年，我省粮食生产“十七连
丰”，总产 1508.2亿斤，连续 10年位居全
国首位。玉米、粳稻、大豆面积和产量均
居全国第一，玉米面积和产量均占全国
13%以上，水稻面积和产量均占全国 12%
以上，大豆面积和产量均占全国 40%以
上。杂粮杂豆品种全，质量好，畅销国内
外市场。

“牛马年，好种田”。美好的希冀在牛
年伊始，就已伴着种子播种进黑土地。随
着水稻抽穗、大豆结荚和玉米灌浆，丰收
的希望越来越清晰，粮食安全“压舱石”也
越来越牢固。

争当农业现代化“排头兵”筑牢粮食安全“压舱石”

哈尔滨海关 21日举办了新
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获悉，今
年上半年，黑龙江省外贸呈双增
长的向好态势。据海关统计，我
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931.5亿
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
18.4%。其中，出口 201.5 亿元，
增长 17.7%；进口 730亿元，增长
18.6%。进出口总值比2019年同
期下降 0.6%。6月份，我省进出
口总值 187.8 亿元，同比增长
66.8%。其中，出口 43.1亿元，增
长 37.3%；进口 144.7 亿元，增长
78.2%。

具体看，主要五方面特点：
一、一般贸易增长较快，占进出
口总值比重超 8成。上半年，我
省一般贸易方式进出口 763.3亿
元，增长 21.5%，占同期我省外贸
总值的 81.9%；边境小额贸易进
出口 99.1 亿元，增长 13.7%，占
10.6%。二、国有企业为拉动外
贸增长主力，民营企业继续保持
增势。上半年，我省国有企业进
出口 532.1 亿元，增长 26.2%，占
同期我省外贸总值的 57.1%。民
营企业进出口 334.7 亿元，增长
11.6%，占 35.9%。外商投资企业
进出口 59.4 亿元，增长 2.4%，占
6.4%。三、与主要贸易伙伴进出
口增势良好。上半年，除欧盟
外，我省对主要贸易伙伴均实现
较快增长。对俄罗斯进出口
599.5 亿元，增长 18.4%，占同期
我省外贸总值的 64.4%。对美
国、巴西、新西兰、东盟分别增长
22.9%、78%、40.7%、34.2%。此
外，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
口 702.1 亿元，增长 19.6% ；对
RCEP 贸易伙伴进出口 90.2 亿
元，增长 24.5%。四、机电产品拉
动出口总值增长。上半年，我省
出口机电产品 87.2 亿元，增长
20.9%，占同期全省出口总值的
43.3%，拉动出口总值增长 7.5个
百分点。同期，出口劳动密集型
产品 36.8 亿元，增长 22.2%，占
18.3%。五、原油、天然气等主要
大宗商品进口量增加。上半年，
我省原油进口 1563.3万吨，增加
4.9%；天然气进口 46.6 亿立方
米，增加178%；原木进口302.5万
立方米，增加 45.4%；大豆进口
143.6万吨，增加43.2%。

总体来看，上半年我省外贸
增势良好，对主要贸易伙伴、主
要进出口商品增速较快，为全年
外贸量稳值升奠定了良好基
础。下一步，哈尔滨海关将立足
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落实好龙江

“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以更加
有力的举措推动我省外贸高质
量发展，为龙江开放型经济发展
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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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我省自贸试验区进出口总值
同比增长五成

上半年我省对俄进出口总值全国排名第一

对俄贸易是我省外贸的优势所在
和优先方向。《黑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
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要“强化
我省对俄开放合作第一大省地位”，在
新闻发布会上，对于上半年我省对俄
进出口值有较大增长的原因，哈尔滨
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王玮回答了记
者提问。

今年上半年，我省对俄进出口总
值全国排名第一，达到 599.5亿元
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 18.4%，
占同期我省进出口总值的

64.4%，占全国对俄进出口总
值的 14.7%。6 月份，我省

对俄进出口总值 119.7 亿元，增长
92.3% ，占同期我省进出口总值的
63.7%。其中，对俄出口 11.8 亿元，增

长 45%；自俄进口 107.9 亿元，增长
99.4%。

王玮表示，对俄进出口总值增长
的主要原因：一是我省进口主要以大
宗商品为主，近期，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
格上涨，同时，相关产品进口量实现增
加，拉动了我省自俄进口值大幅增长。
二是俄罗斯经济复苏带动我省机电产品
出口快速增长。俄罗斯消费者信心指数
随着其经济复苏而逐步提升，进口需求
明显恢复，其中对机电产品需求旺盛。
今年上半年，我省对俄出口机电产品
10.9亿元，增长23.9%，占同期我省对俄
出口总值的23.2%。

下一步，哈尔滨海关将准确把握龙
江外贸的比较优势，全面克服龙江对俄
开放合作的制约因素和短板问题，不断
推动龙江对俄贸易高质量发展。

上半年，全省外贸形势呈向好态势，
哈尔滨海关在优化口岸营商环境、促进
贸易便利化方面采取了哪些工作措施，
取得了哪些成效，哈尔滨海关法规和综
合业务处副处长屈兵回答了记者提问。

今年以来，哈尔滨海关采取务实举
措，助力口岸营商环境不断优化，促进
跨境贸易便利化和龙江外贸发展。在
巩固压缩口岸整体通关时间工作成效、
实现海关业务“一网通办”、优化海关行
政审批改革等重点领域都取得了积极
成效。2021年 6月关区进口整体通关
时间16.44小时，较2017年通关时间压
缩 71.61%，出口整体通关时间 0.52小
时，较2017年通关时间压缩82.64%。

突出改革创新。鼓励和引导企业
适用提前申报、两步申报、两段准入等
新型通关模式，落实证照分离改革措
施，推进自贸试验区监管制度创新，让

更多的进出口企业和人民群众享受改
革红利；突出精准施策。聚焦企业期
盼关注，龙江对外开放热点、焦点，哈
尔滨海关相继出台了多项政策措施组
合拳，为龙江外贸创新发展提供支
撑。以信息化、专业化、集约化为核
心，持续打造“办理海关事项不求人”
服务品牌；对重点企业施行“一企一
策”和“问题清零”制度，有针对性帮助
企业纾困解难；突出发挥合力。主动
与相关部门加强沟通，签署合作协议，
建立常态化的协作工作机制，形成全
链条合力，共同支持龙江高水平对外
开放。

下一步，哈尔滨海关将不断推出
符合龙江开放特色、沿边开发需求、企
业期盼的支持服务举措，持续优化口
岸营商环境、不断提升跨境贸易便利
化水平。

6月我省出口整体通关时间仅0.52小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