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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闫紫
谦）连日来，省委宣讲团在全省广泛开展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
精神专题宣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深
刻领会和准确把握重要讲话精神的重大
意义、丰富内涵、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切
实统一思想行动，推动习近平总书记“七
一”重要讲话精神在黑龙江落地生根。

火热的 7月，双鸭山市处处涌动着学
习热潮。7月 28日，双鸭山市召开习近平
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省委宣讲团

专题宣讲报告会。省委宣讲团成员华雷
运用鲜活生动的史实资料，对习近平总书
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作了全面、系统、
深入的阐释解读。参会党员干部纷纷表
示，将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
一”重要讲话精神同推动当前重点工作结
合起来，专题研究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优化经济发展环境、招商引资工作，切实
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双鸭山转型高质
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在鹤岗市，省委宣讲团成员韩健鹏在

宣讲报告会上对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
要讲话精神的主题思想、主要脉络、逻辑
关系进行了梳理、阐释和解读，深入宣讲

“七一”重要讲话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
观点、新论断，让与会人员深受教育和启
迪。宣讲报告会结束后，省委宣讲团深入
一线，与鹤岗师专思政教师、党员干部群
众进行了面对面交流。

座谈交流、问答互动、现场解读……7
月28日上午，省委宣讲团成员孙艳春深入
黑河市，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向基层党员

干部群众进行宣讲，推动习近平总书记“七
一”重要讲话精神深入人心、落地生根。“如
何理解伟大建党精神的实质？如何解读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历史和现实意义？
如何理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贯穿中
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主题？”在爱辉区花园
街长海社区举办的座谈会上，孙艳春与社区
工作者及党员群众代表面对面交流，围绕习
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进行问答
式、互动式宣讲，回答大家关注的重点热点
问题，帮助统一思想、解疑释惑。

我省广泛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宣讲

□罗宇雷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刘大泳 刘亿服

日前，中建材佳星玻璃（黑龙江）有限
公司投资5亿元的薄膜玻璃生产线项目正
式投产。历经土建、钢结构施工、窑炉砌
筑一年多的时间，年可生产1900万平方米
2-12mm 优质浮法玻璃生产线拔地而
起。“达产后预计年可新增产值 4.5亿元，
新增税金5000万元，可以大大满足我省及
俄罗斯市场低辐射节能玻璃原板的需
求。”中建材佳星玻璃（黑龙江）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总经理王中亮说。

时下，佳木斯市重点项目开足马力，
有效应对降雨等不利因素影响，强投资、
抢进度，加快投产达效步伐。全市已落实
双百大项目 352项，超年计划 52项，总投

资840亿元，年度计划投资252.67亿元，已
开工 335项，开复工率 95.2%，已完成投资
139.76亿元，投资完成率55.3%。

佳木斯市把 2021年作为项目建设突
破年，坚持把党史学习教育与推动实际工
作相结合，实行市委常委包县区、市政府
副市长包战线、各县（市）区负总责、市直
部门按职能分工推进的工作机制，全力打
造优良营商环境，为大项目建设服务。

“我们会同相关部门，积极采取专班
推进、领办代办会办、联合会商、容缺审批
等方式，做好项目开复工各项服务工作。
组织编制双百大项目施工和投资计划台
账，制定项目推进树状图，明确审批、建
设、验收等办结时限和主要工程完成节
点，将项目投资目标和施工计划细化分解
到月，确保任务落实到位，责任到人。”佳

木斯市发改委主任李树伟对记者说。
正是有政策的保障，佳木斯市各地各

部门重点项目加大“油门”开足马力。
日前，记者走进了位于富锦市的诺潽

生物制造产业园，园区的车间里依然一派
繁忙景象，各个岗位的工作人员开足马力
保生产。诺潽生物制造产业园项目是省
百大项目之一，总投资8亿元，以生物转化
技术为核心，通过玉米淀粉为原料生产人
体必需的营养及其制剂，广泛应用于功能
食品、保健食品及生物医药领域。

“项目达产后，每年可以转化玉米淀
粉 3万吨，税收 3500万元，我们将继续为
项目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确保落地项目
落地企业不断发展壮大，确保在‘十四五’
开局之年，实现重点项目建设开门红。”富
锦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魏海山
说。

在佳木斯项目建设一线，这样的场景
随处可见。

桦南县发改局大项目办主任刘成强
对记者说：“在项目单位和服务部门的共
同推动下，广和堂全谷物加工项目代餐粉
生产线已投产运营，嘉圣风电项目已提前
竣工进行设备调试，隆腾年产 1.5万吨蛋
白粉建设项目、派斯菲科单采血浆项目进
展顺利，预计年内可竣工投产。”

项目的“开足马力”，也离不开“店小
二”在背后的加油助力。

佳木斯东郊机场改扩建项目是佳木
斯区域中心城市建设的标志性工程。为
保证项目进展，佳木斯市应急局组建工作
专班，召开对接座谈会，组织震害防御处、
防震减灾中心的专家、技术人员对机场改

扩建项目、供油工程迁建项目抗震设防要
求进行“问诊把脉”，着力为机场改扩建项
目建设提供优质监管服务。

中建材碲化镉弱光发电玻璃项目
是省百大项目。佳木斯高新区会同中
建材凯盛科技集团，组织外地管理人员
和技术人员“点对点”“一站式”返岗复
工，按时对工地公共区域进行消杀，设
置单独隔离观察室，并积极协调相关部
门加快解决用工、用料、用能等方面的
问题，通过一系列举措助推，确保项目
按计划复工。

“为了推动项目早日投产达效，我们
始终在心中牢记三条：专班人员要沉下
去，要积极地做好持续跟进服务；身子要
融进去，发挥纽带作用，实现与企业零距
离的沟通；服务要抓上来，要心贴心地真
正帮企业纾难解困，全面提升服务效能。”
佳木斯市发改委重大项目建设领导小组
办公室科长贾康说。

项目建设是经济发展的“生命线”。
今年，佳木斯市计划开复工双百大项目
300 项以上，年度固定资产投资突破 300
亿元，竣工投产数量达到180项以上，其中
产业项目90项以上，重点产业项目涵盖粮
头食尾、农头工尾等重点产业。

当前，佳木斯市正聚焦全年目标任
务，科学谋划立市主导产业，深入实施创
新驱动战略，坚持不懈推进招商引资和项
目建设工作，进一步在建链、强链、补链、
延链上下功夫，努力为全市转型发展、高
质量发展提供持久“动力源”。

佳星玻璃项目建设施工现场。
图片由佳木斯市委宣传部提供

佳木斯重点项目开复工率超95%

项目建设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源”

让党旗高高飘扬

黑龙江省全国“两优一先”风采展示

□文/摄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任志勇

本报1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
记者程瑶）作为“我为纳税人缴费人
办实事暨便民办税春风行动”的重要
举措，按照国家税务总局统一部署，
从8月1日起，我省全面实行增值税、
消费税分别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
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申报表整合。
1 日起纳税人申报增值税、消费税
时，可以一并申报附征的城市维护建
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费附加
等附加税费，实现多税费“一张报表、
一次申报”。

据了解，增值税、消费税和附加
税费申报表整合是围绕服务市场主
体、推进纳税缴费便利化改革的重
要举措。申报表整合后，纳税人填
写好增值税、消费税相关申报信息，
系统即可自动带入附加税费附列资
料，形成纳税人本期应缴纳的增值
税、消费税和附加税费数据。这不

仅优化整合了增值税、消费税和附
加税费申报表，精简了申报表单，而
且通过优化、完善支撑申报的信息
系统和电子税务局的功能，实现了
增值税、消费税和附加税费信息共
用，提高了申报效率，便利了纳税人
操作。

为确保此项举措顺利实施，我省
税务部门开展了广泛的政策宣传。
选派业务骨干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缴纳消费税企业开展精准辅导，发放
电子税务局操作指引，讲解申报表主
要变化和填报规则，让纳税人懂政
策、能操作、会申报。同时，提前做好
电子税务局等系统升级改造，开展全
环节、全流程业务测试，为申报表整
合提供技术支持。下一步，我省税务
部门还将密切跟踪申报表整合运行
情况，确保该举措运行平稳，不断提
升纳税人办税体验。

8月1日起

这些税费全面实行申报表整合

本报1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
体记者徐佳倩）让正能量更强劲、
主旋律更高昂，形成网上网下同心
圆，8 月 1 日，省委奋斗杂志社主办
的奋斗网、“奋斗者”APP 正式开通
上线。

据介绍，奋斗网、“奋斗者”APP
的开通上线，是奋斗杂志社认真贯
彻落实省委提出的打造融媒体时
代“1+N”党刊传播矩阵的重大举
措，是全省宣传思想战线加快推进
媒体深度融合发展取得的又一丰
硕成果。奋斗网、“奋斗者”APP 将
以“纵深、博观、立行”为宗旨，紧紧
围绕理论研究阐释，突出思想性、
专题性、综合性、服务性，强化理论
武装和思想教育的学习探索，努力

打造成党刊重要网络传播阵地。
奋斗网以专题、专栏、深度综

合等方式凸显核心特色，为党政机
关、国内理论界、高校和基层党建
工作者服务，致力于打造宣传和阐
释党的创新理论，自觉承担起举旗
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
象使命任务的主流权威网站。“奋
斗者”APP 将通过全媒化传播和全
息化呈现，整合优质理论资源，凝
聚网上正能量。同时，为建设专家
型网络人才队伍，形成观点引领的
办网特色，奋斗网、“奋斗者”APP
推出 8 位专家型栏目主持人，分别
主持“佳话有约”“博观”“地平线”

“看今朝”“胡蕊心语”“任我行”“诚
者谈”“看见”8大原创精品栏目。

奋斗网、“奋斗者”APP开通上线

□侯东升 孙源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磊

近期，由于高温、多雨、空气湿度
大，大兴安岭塔河县大豆田不同程度
发生了大豆苜蓿夜蛾虫灾，此次虫灾
呈现发生发展速度快、虫口密度大、
多龄叠加等现象，对全县大豆生产造
成严重威胁。大豆田集中的开库康
乡于 7月 30日与县农业技术推广中
心取得联系，一场“虫口夺粮保卫战”

正式展开。
塔河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根据

虫灾发生程度，以开库康乡开库康村
为示范点，提供防控药剂和技术指
导，利用植保无人机对大豆苜蓿夜蛾
开展统防统治，并指挥规范田间作
业，提高作业标准，提升防控效果。
目前，已完成 1500亩大豆田保护性
作业。

植保无人机添加药剂。
图片由受访单位提供

大豆田暴虫灾
塔河无人机“虫口夺粮”

本报讯（幸福 黑龙江日报全媒
体记者李民峰）近日，由大庆石化工
程有限公司总承包的中化泉州10万
吨/年EVA装置，仅用时 19天，圆满
完成乙烯引入、试车、切换、投产任
务，3 个牌号产品全部通过性能考
核，创造了国内同类装置试车最快、
转产最快、开车最稳三项纪录。这也
标志着中化泉州 10万吨/年 EVA装
置顶住了“高压力”完美收官，大庆石
化工程有限公司在国内高压聚烯烃
领域再一次叫响“大庆品牌”。

中化泉州 10万吨/年 EVA装置
采用埃克森美孚 (ExxonMobil)釜式

法工艺技术，是中化泉州炼化一体化
二期项目中唯一采用BEPC方式建
设的项目。目前，国内仅有的两套采
用该技术的EVA装置均由大庆石化
工程有限公司EPC总承包完成。

项目于 2018年开工建设。在业
主、总包、监理、施工等各单位的共同
努力下，大庆石化工程有限公司及全
体参建员工以“干一项工程、树一座
丰碑”为宗旨，凭借出色业绩、过硬技
术和优质服务，再一次打破了高压聚
乙烯装置开车史上的最好纪录，确保
了中化泉州 EVA装置开得起、稳得
住、出效益。

试车最快转产最快开车最稳

大庆石化连创三项纪录

本报1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
记者栾德谦）8月1日，记者从铁路部
门获悉，因水害影响，1日至 6日，哈
尔滨西-重庆K1062次停运6日。

据介绍，停运信息随时变化，铁
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相关列车运行

信息以车站公告为准。请旅客密切
关注 12306铁路客服网站，了解最新
列车运行动态，合理安排行程。具体
详情请登陆 www.12306.cn 网站查
询，如有变化请以车站当日公告为
准！

因水害影响

哈尔滨西-重庆K1062次停运6日

用镜头叩开“致富门”
6年前，冷菊贞从双鸭山市来到大

顶子山脚下。那时的她刚刚四十出头，
穿着时髦的衣服，端着心爱的相机，担任
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第一书记。乌苏
里江，就在不远处蜿蜒流淌。

进入这位摄影人镜头的是这样的场
景：近2万亩贫瘠的岗子地、90间破旧的
土坯房，几百名整天喝酒、打牌的村民。

“走进南河村，一片醉熏熏”的国家级贫
困村，让冷菊贞一下子清醒了。

凭着一股子不服输的韧劲，冷菊贞
在小南河扎下了根，迅速摸清了这个新
家的家底。她要用熟悉的镜头去叩开

“致富门”。冷菊贞从摄影人的专业视
角，决定利用保留完好的老村民俗资源
以及饶河大美湿地等优势，打造“农家摄
影旅游基地”，发展乡村旅游。

她拿出自己的工资购置一大批年
画、窗花、红灯笼发给村民，领着大家每
天翻磨盘、钉爬犁、挖雪道、挂灯笼。很
快，小南河上下就充满了关东民俗“土
味”。她白天冒着严寒取景拍摄，晚上再
整理影像发到朋友圈。为了拍摄大红灯
笼高高挂的年味美景，除夕夜她一人穿
过半山腰的坟茔地，爬上山头拍摄。

2016年元旦刚过，小南河农家摄影
旅游基地迎来了首批游客。正月陆续有
140多个旅游团、1500多名游客来到小
南河。浙江卫视《我们十七岁》剧组，郭
富城、林志颖等明星都来到小南河村拍
摄“过大年”，《黑金部落》影视基地和民
俗外景地也先后在小南河村落地，沉寂
的小南河村就这样火了。

走出产业化致富之路
“农家乐”初见成效，冷菊贞又趁热

打铁，带领村民相继推出了开耕节、“五
一”3天乐、“七七”乞巧节等旅游项目。
伴随着一波波游客的到来，小南河村旅
游的名气也越来越大，乡亲们渴望致富
的激情被冷书记调动了起来，但她深知，
要想脱贫致富，必须得有接地气的产业。

她结合小南河村种植实际，张罗起
辣椒产业，成立了黑龙江小南河食品有
限公司，注册了“小南河村”“南河冷菊”
等4件37类商标，采取集体、村民入股等
方式筹集 200万元资金，在村里建成了
辣椒酱厂，并优先聘用脱贫户在厂里打
工，不仅解决了脱贫户长久收入的问题，
更为小南河村今后多元化发展闯出了一
条新路。

在冷菊贞驻村的 5年多时间里，小

南河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山村成为远近
闻名的东北民俗旅游村，创造性地走出
一条具有小南河特点的“公司+协会+旅
游”的产业化致富之路。全村累计接待
游客 4万余人次，收入 400余万元，2020
年脱贫户人均收入 1.06万元，村民人均
收入 1.4万元。小南河村这个国家级贫
困村蜕变成全国首批乡村旅游重点村、
国家规划设计示范村、全省乡村民俗旅
游示范点。

伴随着小南河的喜人发展，各项荣
誉也向冷菊贞纷至沓来。她先后获得全
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全国脱贫攻坚奖
创新奖、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全国先进
工作者等荣誉称号。她本人也被提拔为
副处级干部。

村民们心中的最美村书记
很多人因为冷菊贞知道小南河，她

改变了小南河，小南河也改变了她。
6 年的时光，足以改变一个女人。

不论是模样，还是内心。来小南河之前，
她是位漂亮的时尚女性；来小南河后，她
干农活，脸庞变得黝黑，手掌磨出老茧，
成为一个“典型农妇”。这些年，冷菊贞
长出不少白发，但她却是村民们心中最
美的带头人。

她对记者说，组织上已经派来了新
的第一书记，她就要离开小南河到新的
岗位工作。她舍不得小南河，舍不得乡
亲们。她说，小南河已经脱贫了，未来的
目标是振兴。她要把工作接续好，继续
助推小南河的发展。

她还想写一部有关小南河的小说。
其实在小南河的发展历程中，她早已是
光彩的主角。以她为原型的现代龙江剧
《我和我的村庄》正在筹拍中。

村民心中最美的带头人村民心中最美的带头人

日前，记者走进远近闻名的饶河县小南河村，采访刚刚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载誉归来的全
国优秀共产党员冷菊贞。这个曾经默默无闻的国家级贫困村，因为她而闻名，因为她而改变。

黝黑的面庞，朴实的笑容，冷菊贞赤脚盘腿坐在大炕上，唠起她的小南河村，神态举止已与农村妇女别无二
样。她已深深融入了乡土。

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饶河县小南河村扶贫
工作队队长、第一书记冷菊贞

冷菊贞直播带货农副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