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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 21日电（记者罗
鑫）2021 国际冬季运动（北京）博览会
（以下简称冬博会）将于 9 月 2 日至 7
日在国家会议中心和首钢园区同期举
办，意大利为 2021年冬博会主宾国。

本届冬博会延续“冰雪力量”主
题，将通过展览展示、高峰论坛、产业
对接、专场活动等多种活动形式，对接
国际冬季运动资源，拉动冰雪产业发
展，推动冬季运动普及。

据介绍，本届冬博会将以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形式举行，设置近 2 万平

方米展示区域，举办 20 余场国际论
坛、行业大会及多场洽谈交易等配套
活动，预计吸引 500 余个国内外品牌
参展，近 2.4万名专业机构代表到会洽
谈。

为带动大众参与冰雪运动，本届
冬博会继续深化冰雪嘉年华专区的吸
引力和体验感，为冬季运动装备生产
企业提供多种形式演示和推介活动，
吸引买家体验、测评新产品；为大众提
供真冰秀场、仿真冰体验、造雪屋和仿
真雪越野滑雪等冰雪体验活动。

北京冬奥组委副秘书长何江海表
示，多年来，冬博会不仅扩大了北京冬
奥会的影响力，而且成为“带动三亿人
参与冰雪运动”的重要力量。

自 2016 年起，冬博会由北京奥运
城市发展促进会与国际数据集团共同
主办，冬季奥林匹克项目国际单项体
育联合会总会及 7 个国际冬季单项体
育组织协办，得到了北京冬奥组委、中
国奥委会、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支持，
为中国冬季运动推广发挥了重要作
用。

2021冬博会9月在北京举办

本报21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
体记者曹忠义）21日晚，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伟，省委副书
记、省长胡昌升在哈尔滨会见海关总
署署长倪岳峰一行。

张庆伟、胡昌升对倪岳峰一行表
示欢迎，对海关总署一直以来对黑龙
江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帮助表示感
谢。张庆伟、胡昌升表示，近年来，海
关总署积极助推我省深度融入“一
带一路”建设，在中俄能源合作、自
贸区建设、跨境基础设施建设、优
化口岸营商环境及疫情防控等方
面给予大力支持，有力巩固提升了
我省对俄合作第一大省地位。黑
龙江是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
当前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加快建
设现代化新龙江。希望海关总署
积极推动新一轮省署合作提档升
级，支持恢复我省边民互市贸易、
扩大边贸互市贸易试点范围、打造

“边贸创新发展龙江样板”，助力黑
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省委、
省政府将一如既往加强与海关总
署合作，支持哈尔滨海关发展，为
海关监管执法创造良好环境。

倪岳峰表示，海关总署将认真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东北地区和
黑龙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积极
支持黑龙江边民互市贸易健康持续
发展，促进黑龙江高水平对外开放。

王永康、张雨浦及中省直有关部
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张庆伟胡昌升会见
海关总署署长倪岳峰一行

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习近平指出，近日，河南等地持续遭遇强降雨，郑州
等城市发生严重内涝，一些河流出现超警水位，个别水库
溃坝，部分铁路停运、航班取消，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
产损失，防汛形势十分严峻。

习近平强调，当前已进入防汛关键期，各级领导干部
要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身先
士卒、靠前指挥，迅速组织力量防汛救灾，妥善安置受灾
群众，严防次生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
失。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要积极协助地方开展抢险救灾工
作。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水利部、交通运输部要加强

统筹协调，强化灾害隐患巡查排险，加强重要基础设施安
全防护，提高降雨、台风、山洪、泥石流等预警预报水平，
加大交通疏导力度，抓细抓实各项防汛救灾措施。

习近平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在做好防汛救灾工
作的同时，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扎实做好受灾群众帮扶
救助和卫生防疫工作，防止因灾返贫和“大灾之后有大疫”。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要求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抓细

抓实各项防汛救灾措施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闫紫谦）17日至20日，全国人大常委
会委员、全国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
主任委员吴玉良率调研组，在我省围
绕控告申诉检察工作开展调研，并召
开座谈会。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
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教
成，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
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委员鲜铁可等参
加调研。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显
刚陪同调研并主持座谈会。

调研组一行到牡丹江市绥芬河
市检察院实地调研，走访12309检察
服务中心，了解远程视频接访系统使
用情况，听取检察机关落实“群众来信
件件有回复”制度、群众信访矛盾纠纷
化解以及为群众办实事等情况汇报。
调研组在哈尔滨市召开座谈会，听取
省检察院、哈尔滨市检察院、香坊区检
察院相关工作情况汇报，与省委政法
委、省信访局及全国和省人大代表、听
证员和律师代表等进行座谈交流。

调研组指出，黑龙江省检察机关
控告申诉工作抓得早、抓得实、抓得
好。全省检察机关深入贯彻习近平
法治思想，践行“老百姓主张法律公
道不求人”庄严承诺，多措并举落实

“群众来信件件有回复”制度，取得积
极成效。

调研组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
站位，深刻认识控告申诉检察工作在
服务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维护社会大
局稳定中的重要位置，充分发挥联系
人民群众的重要窗口、进行检察服务
的渠道、进行法律救援的途径、自我
纠错和自我制约的平台等作用。要
以人民为中心，主张公平正义，综合
运用接待信访、回复来信、依法调解
等多种手段，及时化解矛盾纠纷，切
实做到为百姓解难、为党和政府分
忧。要进一步加强队伍建设，着力打
造一支稳定的、高素质的控申队伍，
将力量向基层倾斜，配备精干人员，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当

“中转站”，将矛盾及时化解在基层。

全国人大监察司法委到我省
调 研 控 告 申 诉 检 察 工 作

这是一片神奇的黑土地。

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作出
指示：黑龙江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
石，要争当农业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2018年，总书记在这里殷殷嘱托：中
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
手上。

为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省委书记张庆伟多次要求全省上下，
切实肩负起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重大使
命，努力在全国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坚
决当好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潘宏宇）科创中国@黑龙江煤炭资源
型城市（七台河）转型发展高峰论坛
22日在七台河市举行，论坛以科创、
转型、绿色、振兴为主题，中国科协、
国家科研院所、高校以及知名企业的
120余名两院院士、专家学者和企业
家参加峰会。

去年6月，中国科协确定首批22
个“科创中国”试点城市，七台河市成
为东北板块及黑龙江省唯一试点
市。七台河市为打造“科创中国”试
点城市“样板间”做出扎实努力，如今
已形成了平台建设、区域试点、组织
创新“三位一体”的工作格局，建成国
家火炬七台河石墨及石墨烯特色产
业基地，目前拥有骨干企业 7家、高
新技术企业4家、院士工作站1家，承
担省级以上计划项目 15项，申报国
家专利50余项。与清华、北大、哈工
大等 30余所高校和科研院所以及 6

名院士建立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建成
研发中心、院士工作站、重点实验室、
技术创新中心、科技企业孵化器等
15个，赋能组织和创新产业载体，高
新技术成果转化落地136项，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型企业分别
达到 23户、88户，增长率为 73%，高
于全省65%的平均增长率。

峰会期间，与会代表对煤炭资源
型城市转型及煤化工、新能源、生物
医药等产业的发展进行深入的交流
和座谈。同时还进行了七台河市政
府与高校院所、学会赋能组织，高校
院所与企业以及银企科技合作项目
签约。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为黑龙江
鹿山紫顶新能科技有限公司科技创
新与传播基地授牌。

峰会采取论坛+线上直播相结合
的方式举办，由中国科协学会服务中
心、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中共七台
河市委员会、七台河市人民政府主办。

科创中国高峰论坛在七台河举行

争当农业现代化争当农业现代化““排头兵排头兵””
筑牢粮食安全筑牢粮食安全““压舱石压舱石””

□文/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周静
摄/陆文祥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邵国良 “中国饭碗”这样端好端牢

七月的龙江大地，一派生机盎然。
在绥化市北林区省农业科学院试验田里，水稻已经

抽穗。省农科院绥化分院水稻品质育种所所长、二级研
究员聂守军和团队成员正在进行杂交试验，这是每一个
新品种诞生的第一步。每年这个时间，他们都在试验田
里忙忙碌碌。“牢记科研使命，不忘育种初心。”聂守军
说，“我们要打破国外育种技术垄断，打好种业翻身仗，
用智慧和力量守住中国粮食，端好中国饭碗。”

在五大连池市大豆“伙伴行动”高产攻关科技示范
园区，大豆开始扬花。来自国家大豆产业技术体系的二十
余位专家，一边查看大豆长势，一边提出下一步管理建
议。富民村大军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景志军介绍，
园区整个生产过程贯彻了绿色发展理念，集成合理整地、
适时播种、平衡施肥、科学田管、及时收获等各环节高产高
效技术，解决了制约大豆产量提高的瓶颈难题。

在北大荒集团友谊分公司第二管理区的第二作业
站，金色的麦浪随着微风摇曳。几台绿色的机械在其间穿
梭忙碌——收割机在脱谷，割晒机忙割晒。友谊分公司

农业生产部农机部长李元霸说：“今年小麦采取分段收获，
割晒完了，晾晒水分达到标准水分后，再进行拾禾作业。”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省不断完善现代农业生产体
系，向机械化、规模化、科技化要产能，争当全国农业现
代化建设排头兵。

如今，我省农业生产耕、种、管、收全程机械化基本
实现，包括智能化育秧车间、自动精量播种、飞机航化

“无人”作业、自带导航系统的大型农机……耕地规模
化、集约化程度也走在全国前列。

“藏粮于地”守住粮食生产“命根子”

7月 9日，我省与中国科学院签署院省《共同实施
“黑土粮仓”科技会战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在
绥化市海伦市、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建三江分公
司、齐齐哈尔市等示范区，针对厚层黑土保护与利用、水
稻土和白浆土质量与产能提升以及现代农业技术助力
乡村振兴等关键问题，开展万亩规模示范，因地施策，形
成保护利用黑土地的系统解决方案。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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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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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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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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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半年

6月份

上半年 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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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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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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尔哈尔滨片区滨片区
27.47亿元
同比增长2.79倍

绥芬河片区绥芬河片区
61.23亿元
同比增长19%

黑河片区黑河片区
22.82亿元
同比增长
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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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警发布雨天出行提示交警发布雨天出行提示

冰城积水地图请收好冰城积水地图请收好！！

倭肯河下游倭肯河下游
一年实现一年实现““有鱼有草有鱼有草””

详见第五版

图为黑河市五大连池农场一架飞机正在大豆地里低
空作业，喷施“营养液”。

本报21日讯（邱瑞洁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王传
来）21日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胡昌升主持召开省政府
常务（扩大）会议，研究分析上半年全省经济形势，安排
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在党中央和省委坚强
领导下，全省经济基本面整体向好，经济运行呈现稳中
有进、好于预期发展态势。下半年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
新发展理念，坚持一产稳固发展、二产加快发展、三产乘
势发展，抓招商促发展、抓项目促投资、抓工业促增长、
抓循环促消费、抓环境聚要素、抓民生增福祉、抓安全保
稳定，以不倦努力和拼搏、不懈奋斗和坚守，推动各项工
作再上水平再上台阶。

会议指出，上半年，全省经济发展主要指标全面晋
位，重点产业稳中加固，有效投资拉动强劲，招商引资成
效显现，改革开放持续深化，要素指标积极向好，市（地）
争先提速，基本民生保障有力，社会保持和谐稳定，成绩

来之不易，充分说明深刻反思有触动，专班调度有成效，
精准施策有力度，只要突出目标引领，坚持问题导向，找
准方法路径，就一定能取得明显实效。我们要对标对表
全国平均水平找差距找不足，善于把握规律方法，从
GDP核算和构成中找到发力点和突破口，找准努力方向
和前进目标。

会议要求，要抓招商促发展，完善系统招商政策，
拿出有诚意、有竞争力的招商政策；确定精准招商目
标，因地制宜确定招商目标企业清单；运用科学招商方
法，利用产业链招商图谱等工具，利用好龙粤哈深对口
合作等推介活动，签约一批好项目大项目；发挥载体平
台作用，建好经济开发区和产业园区。要抓项目促投
资，强化项目建设攻坚，统筹整合政府债券和财政专项
资金支持重点项目，落实行政首长包保责任，加快建设
进度；抓住黄金施工期，推动开工项目早投产、投产项

目早达效；推动签约项目尽快落地，加强工作衔接，加
大保障力度，确保形成有效投资。要抓工业促增长，强
化科技赋能、数字赋能、转化和创新赋能，为工业企业
赋能促增长；对重点企业出台针对性措施，通过政策扶
持促增长；强化主导产业发展，通过延链强链补链促增
长；发挥省市县三级工业运行专班作用，通过调度服务
促增长。

会议强调，要抓循环促消费，促进限上服务业加快
恢复，推动消费需求持续增长，加快新型消费扩容提
质。要抓环境聚要素，让来龙江发展的企业生产成本更
低、利润更高、发展活力更强。要抓民生增福祉，积极扩
大就业，兜牢民生底线，促进居民增收。要抓安全保稳
定，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做好防汛抗洪和森林防火工作，
慎终如始抓好疫情防控。

李海涛、王永康、孙东生、徐建国、杨博参加会议。

胡昌升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扩大）会议

保持经济发展来之不易的成绩清醒认识短板差距
用不倦努力奔跑赢得全年经济再上台阶再上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