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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曼昱获女乒团体冠军
省委省政府致贺电

贺

独取 2 分
再胜一盘
第三局单打

取得开门红
首局双打

3:0
上图：5 日，教练李隼
（左二）和陈梦（右二）、孙
颖莎（右一）、王曼昱庆祝
胜利。
左图：5 日，王曼昱在
比赛中庆祝。
新华社记者 王东震摄

据新华社东京 8 月 5 日电（记者
张寒 苏斌）中国乒乓球女队 5 日晚
直落三盘击败东道主日本队，3:1、3:
1、3:0，强势夺得东京奥运会女团冠
军。
这场胜利令中国女乒把与日本
队的历史交手记录完美地扩大到

16:0，这枚金牌也使中国队成为自团
体赛进入奥运会以来四届奥运会的
唯一冠军。
5 日晚的决赛中，王曼昱/陈梦
不辱使命，首局 4:7 落后的不利情况
下没有放弃追分，丢掉一局后立刻
在 下 一 局 打 出 9:1 的 绝 对 领 先 优

势。9:11、11:6、11:8、11:7，这对已经
接受了两轮考验的双打组合 3:1 击
败石川佳纯/平野美宇，为中国队取
得开门红。
第三盘中式
“碾压”
得以延续，
王
曼昱 3:0 战胜平野美宇，第二局中的
4:7 是她唯一一次让对手领先 3 分。

王曼昱

电

中国奥委会转中国体育代表团：
欣闻我省运动员王曼昱与队友不
畏强手、沉着冷静、团结拼搏、精诚合
作，以完美的发挥、出色的表现，勇夺
乒乓球女子团体比赛金牌，为祖国赢
得了荣誉。作为王曼昱家乡的龙江人
民欢欣与共、备受鼓舞，感到无比骄傲
和自豪！在此，谨代表 3100 万龙江人
民，向你们、向中国乒乓球队及其教练
团队致以热烈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
衷心感谢国家体育总局对龙江体育事
业的关心和支持！
东京奥运会开赛以来，面对空前
激烈的竞争，中国体育健儿奋勇争先、
力压群雄，展现了高超的竞技水平和
昂扬的精神风貌。中国体育代表团所
取得的成绩,必将极大地鼓舞龙江人民
振奋精神、砥砺奋进,为全力实现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办赛精彩、参赛也要出
彩”的目标，展现龙江气魄、贡献龙江
力量！
衷心祝愿我国奥运健儿继续勇攀
高峰、再传捷报，为祖国和人民赢得更
多荣誉！
中共黑龙江省委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2021 年 8 月 5 日

家人

P 卡到 C 位的奥运征程

所有能做的就是全力支持她
详见第三版

党史学习教育中央第二指导组在我省调研指导
本报 5 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闫紫谦）按照中央统一部署，7 月 30 日至 8
月 5 日, 党史学习教育中央第二指导组组
长朱虹率指导组成员在我省调研指导党
史学习教育开展情况。
指导组先后深入黑河市、伊春市等
地，通过听取基层单位汇报、参观革命遗
址遗迹、与群众广泛交流等方式，多方面
了解党史学习教育开展情况，组织党史基
础知识测试，对我省党史学习教育特别是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
精神进行分类指导。

朱虹充分肯定我省党史学习教育取
得的成效，对我省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问题给予高度评价，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
要求。他指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理论武
装工作的重中之重，作为党史学习教育的
核心内容，深刻领会其重大意义、丰富内
涵、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强化理论武装，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讲话精神上来。
朱虹强调，要紧扣“学党史、悟思想、
办实事、开新局”目标要求，从党史学习中

深刻领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
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
好, 把党史学习教育作为长期任务扎实
推进。要紧密结合实际，充分利用好黑龙
江“四大精神”和本土红色文化资源，开展
形式多样的党史学习教育，让党史学习教
育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人心，进一步
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要继续扎
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引导
党员干部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坚定信念、
担当作为，找准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问
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中彰显为民

情怀，把好事办实，把实事办好，办到百姓
心坎上，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要进一步统一思想、明确目标、振
奋精神、激发干劲，把思路变成项目、把项
目变成工程、把工程变成实效，持续推动
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把党史学习教育
成效转化为实干担当的实际成果。要把
党史学习教育与红色资源结合起来，与绿
色生态资源结合起来，将红色资源有机嵌
入绿色生态资源之中，积极探索、攻坚克
难，在青山绿水间续写红色故事，不断推
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就。

天拿证！

哈尔滨新区
“承诺即开工”
再创审批新速度
日签订了土地出让合同，7 月 29 日进行
了项目备案报建，并完成勘察设计监理
施工直接发包手续，8 月 2 日，
《建设用地
8 月 2 日，黑龙江中晟绿色建筑产业 规划许可证》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建
发展有限公司在哈尔滨新区同时领到了 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实现了同时核发。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建设工程规划
据哈尔滨新区行政审批局局长刘惟
许可证》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具备了 乔介绍，哈尔滨冬季漫长，有效施工周期
合法开工条件，从项目备案到拿施工许 很短。由于传统的投资建设项目审批方
可全流程仅用时五天，新区“承诺即开 式具有环节相互咬合、要件互为关联、部
工”改革再创审批新速度，一路保持全省 门各自为战、信息孤立不通等特点，企业
最快、全国领先的引领地位。
从“摘牌”拿地到取得开工手续最快也要
7 月下旬，黑龙江中晟绿色建筑产业 100 多天。为了从根本上破解这一痼疾，
发展有限公司到哈尔滨新区行政审批局 打造全省乃至全国最优的投资热土，
早在
申请按“承诺即开工”审批该项目的建审 2019 年，
哈尔滨新区就按照
“容缺受理、
承
手续。在审批局的大力推进下，自然资 诺准入、诚信开工”的思路，同步实施“带
源局、住建局等部门的有力配合下，采取 标出让、提前介入、全程辅导、一表申请、
“全程辅导、容缺受理、提前预审（公示）、 一窗受理、并联审批、一次发证”
等创新举
承诺制审批”等创新举措，企业于 7 月 26 措，
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
“承诺即开工”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薛婧 李爱民

产。这是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应有
之义。中国会继续尽己所能，帮助广大
发展中国家应对疫情。今年全年，中国
将努力向全球提供 20 亿剂疫苗。中国
决定向“新冠疫苗实施计划”捐赠 1 亿美
元，用于向发展中国家分配疫苗。我们
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推进疫苗国际合作
进程，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总值班：刘中山 姜斌

龙江
骄傲!
3:1

苗公平合理分配。当前，疫情起伏反复，
病毒频繁变异。我期待本次论坛会议为
全球疫苗公平可及迈出新步伐，为发展
中国家团结合作注入新动力，为人类早
日战胜疫情作出新贡献。
习近平强调，中国始终秉持人类卫
生健康共同体理念，向世界特别是广大
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积极开展合作生

改革新路。企业按“承诺即开工”申请项
目审批，
13 个工作日即可拿到相关手续开
工建设，这个开工期限在全国处于领先，
为企业投资项目抢出至少 100 天的有效
施工期。
优 化 流 程 无 止 境 ，创 新 服 务 无 终
点。2020 年 2 月，哈尔滨新区行政审批
局又依据《黑龙江省哈尔滨新区条例》的
有关规定，
进一步优化了企业投资工业仓
储类项目审批流程，打造了更科学、更便
利、
更优化的企业投资项目审批2.0版。通
过进一步精简审批环节、
扩大承诺范围、
降
低企业成本、减少申请材料、缩短办理时
限、
规范监督检查等措施，
使优化后的企业
投资工业仓储类项目审批流程从立项到办
理不动产登记，
只保留了6个环节，
全流程
审批时间最长不超过12个工作日。
“近年来，我们从为企业及群众提供

优质服务为出发点，通过打出一系列改
革‘组合拳’，彻底杜绝了以往以‘标准’
替代‘审批’
‘先建后验’
‘未批先建’等突
破法律框架的做法，既保证了审批部门
的依法履责，又切实减轻了监管部门的
工作压力，让职能部门在审批中减少风
险，在服务中兑现承诺。同时，项目单位
在申请时根据实际情况做出承诺，在项
目施工中践行承诺，让企业在减少投资
成本的同时确保按照承诺事项依法施
工，形成了政企信用双赢的良好氛围。”
刘惟乔说，
“5 天”的审批新速度，为哈尔
滨新区接下来的建设项目审批提供了可
参考、可借鉴的经验。下一步，哈尔滨新
区将进一步解放思想、锐意进取，不断加
大改革创新步伐，积极探索更多可复制
可推广的经验，让高效率、高水平的审批
速度常态化。

中共黑龙江省委黑龙江省
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黑龙江
省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
改 革 实 施 方 案 》的 通 知
各市（地）委和人民政府（行署），省委各部
委，省直各单位：
现将《黑龙江省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
改革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
真贯彻落实。
中共黑龙江省委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2021 年 7 月 26 日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深化
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精神，结合我省
实际，
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
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
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破除“五唯”顽瘴痼疾，提高教育治理能
力和水平，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统筹推进，分
步实施，守正纠偏，破立并举，构建教育评价新
体系，营造教育工作新生态，迈出科教强省新步
伐，推动新时代黑龙江教育高质量发展，为黑龙
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和服
务。经过 5 至 10 年的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科
学履职水平明显提高，各级各类学校立德树人
落实机制更加完善，引导教师潜心育人评价制
度更加健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评价办法更加
多元，社会选人用人方式更加科学。到 2035
年，基本形成具有黑龙江特点、富有时代特征的
教育评价体系。
（下转第六版）

黑龙江省深化新时代
教育评价改革实施方案

龙头新闻客户端

2021 年 8 月

中共黑龙江省委机关报

新华社北京 8 月 5 日电 8 月 5 日，国
家主席习近平向新冠疫苗合作国际论坛
首次会议发表书面致辞。
习近平指出，今年 5 月，我在全球健
康峰会上宣布了中国支持全球团结抗疫
的五项举措，其中包括倡议设立新冠疫
苗合作国际论坛，由疫苗生产研发国家、
企业、利益攸关方一道探讨推进全球疫

以保供为目标 以安全为基础

我省加快释放煤炭优质产能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联合试运转煤矿生产煤炭 200 万吨。
狄婕）以保供为目标，以安全为基础，
加快推进煤矿升级改造项目早
我省采取多项措施加快释放煤炭优 审批早开工，省专项整治办公室每月
质产能，全力做好能源迎峰度夏、冬 召开一次专题推进会议、每周召开一
季保供各项工作。力争全省全年煤 次调度会议、每月通报审批进展情
炭产量同比增加 330 万吨以上，不断 况，采取容缺审批、
“ 并联审查、串联
提高我省煤炭自给能力。
审批”等方式加快审批，力争年底前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超前安排 煤矿建设项目开工 80 处以上。
部署煤炭保供工作。相关部门赴 9
加快推进煤矿智能化建设，以
个市地，开展全省矿山生产建设及煤 “四化”建设为基础，今年重点推进 3
炭保供能力专项督查。各产煤市地 处智能化煤矿、7 个智能化采掘工作
制定复工复产计划，在确保安全条件 面建设目标。
下早复快复、应复尽复，截至 7 月底，
加快释放煤炭优质产能，在确保
全省煤矿开工 96 处，产能规模 7401 安全前提下，发挥龙煤集团保供“压
万吨/年。
舱石”作用，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和地
加快在建项目建设，省煤管局成 方监管责任，深入开展“十查十治”，
立服务工作队，每月深入基层开展一 保持安全生产形势稳定，促进煤矿稳
次推进在建项目投产达效现场督导 产达产，力争全省全年煤炭产量同比
服务，帮助协调解决建设过程中遇到 增加 330 万吨以上，不断提高我省煤
的实际问题，力争年底前 8 处在建、 炭自给能力。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
第八十二次（扩大）会议
本报 5 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
记者闫紫谦）5 日上午，省人大常委
会党组召开第八十二次（扩大）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
办公厅关于贯彻新发展理念专项督
查调研的情况报告》上作出的重要批
示，在西藏考察和中央政治局第三十
二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及
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等，研究贯彻落
实意见。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
胡亚枫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成员、
副主任宋希斌、李显刚、孙珅、范宏，
党组成员、秘书长宋宏伟出席会议。
副主任谷振春列席会议。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批示和重要讲话精神，
提高政治站位，加强学习教育和作风
建设，更加积极主动地把新发展理念
贯彻到人大工作的全过程和各领
域。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
力行的重要论述，把学习党史同做好
工作结合起来，推动党史学习教育不
断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上来、统
一到对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部署上来，
着力提升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和省
委部署的自觉性主动性。要全面贯
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在依法履行人大
职责中贯彻和体现党对军队绝对领
导的各项制度。
（下转第三版）

今日看点
限区域 限时段 限音量

哈尔滨将严格治理广场舞噪音扰民
详见第四版

今日生活报
哈尔滨红旗小区二期居民遇糟心事

“旧改”施工后家里漏雨了
施工方：挨个登记逐个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