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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科技创新暨奖励大会今日召开

省委省政府坚持创新引领这个“第一动
力”，出台了一系列高“含金量”的科技创新支撑
引领高质量发展政策措施，激发了创新源泉充
分涌流，一大批科技创新成果在维护国家安全
和服务龙江振兴发展中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

瞄准重点领域 攻坚关键核心技术
“选出全国最有能力完成的团队，会比以往

省内范围的研究更有针对性，效果更好。”古龙
页岩油气勘探开发揭榜团队之一中国石油天然
气股份有限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的院士工作室
高级工程师孟思炜，为我省实施重大科技攻关
任务“揭榜挂帅”点赞。

今年以来，我省推出的两批5个“揭榜挂帅”
项目榜单都是面向龙江振兴发展重大任务凝练
而成的。在首批 3个榜单成功揭榜的 24个团队
中，省外团队达15个，占62.5%，有效吸引了国内
一批领军团队共同攻克龙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
关键核心技术。

聚焦科技创新支撑引领高质量发展这一主
题，今年我省打好全社会研发投入提升和重点
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两大攻坚战”，实施科
技成果高质量落地转化和区域创新发展载体建
设“两大行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各项工
作取得了积极成效。

（下转第四版）

龙江科技创新结龙江科技创新结““金果金果””
□孙启华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彭溢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沈丽娟

在最新的《黑龙江省中医药产业发展规划》中，以
刺五加、五味子、人参、西洋参、关防风、赤芍、火麻仁、
板蓝根、鹿茸为重点的“龙九味”品牌战略，正在叫响全
国、走向世界。日前，记者从哈尔滨新区利民经济技术
开发区生物医药产业园了解到，近两年来，该园区内近
十家中药生产企业中，对刺五加、五味子、人参等“龙九
味”中药材的需求量在逐年增长，不仅在国内市场深受
欢迎，也得到了海外市场的认可，出口量不断增加。

据利民生物医药产业园招商部有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正在重点推进与北京同仁堂、修正药业、片仔癀项
目的对接洽谈，而且还新签约了汉博中药材及汉麻产
业园中药类项目，项目建成后将形成中药材种植、科技
研发、制药工业、成品销售四位一体的全产业链中药龙
头企业。

全产业链发展 引来中药“龙头”
不少省外中药企业非常看好黑龙江的中药材资

源，纷纷来到利民生物医药产业园安家落户，带动产业
上游北药的中药材原材料和下游的销售物流企业，全
产业链蓬勃发展。

据介绍，在利民生物医药产业园，共有医药及配套
企业106家。在生产加工领域，集聚工业企业53家，形
成了涵盖化药、生物药、中药、医疗器械和保健品的产
业集群。在商贸物流领域，有 33家企业，形成了覆盖
全国30个省市、300个二级城市的物流营销网络。

在50余家药品生产企业中，有15家来自省外。近
期入驻利民生物医药产业园的中国中药控股有限公司
正是看好了黑龙江的中药材资源，在利民生物医药产
业园内，投资新设黑龙江国药天江药业有限公司——
中国中药哈尔滨产业园。

据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中药哈尔滨产业园，将充
分利用从中药材种植、提取、加工、制药到销售为一体
的全产业链系统，以哈尔滨市发散至全省各地的销售
网络渠道，实现从科研、生产、销售和智能配送等各方
面的协同优势，快速占领市场。由于项目将投产及药
材种植基地建设，未来在当地将增加新的就业岗位及
农户的经济来源，带动当地群众及农户经济增长，也为
我省发展中医药市场打下坚实的基础。

“抢抓新区出台‘黄金三十条’‘新驱二十五条’等
系列优惠政策的机遇期和窗口期，发挥龙江丰富的道
地药材资源优势，围绕国内中药百强企业、‘老字号’龙
头品牌企业、产业链上下游的优质配套企业，加大力度
进行精准招商，促进中药产业做优做强。目前正在重
点推进与北京同仁堂、修正药业、片仔癀项目的对接洽
谈。未来将引进更多国内中药大企业入驻园区，带动
园区内中药企业乃至全省的中药材种植基地共同发
展。”利民生物医药产业园招商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为
了拓宽园区内中药企业的销售渠道，目前园区正在筹
备成立中药产业销售联盟，把园区内十余家中药企业
整合起来，共享龙头企业销售平台，达到互利共赢，助
推中药企业快速发展。 （下转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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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
者那可）7日，省政协召开十二届七十六
次党组（扩大）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对档案工作的重要批示和省
委有关通知精神，传达学习全国政协系
统党的建设工作经验交流会精神。省
政协主席、党组书记黄建盛主持会议并
讲话。

会议强调，全省政协系统要深入学
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牢

记档案姓党的政治属性，扎实做好红色
档案资源开发利用、脱贫攻坚和疫情防
控两类档案归集工作，发挥档案存史育
人重要作用；要讲好政协档案故事，扎
实做好委员履职档案和人事档案归集
等重点工作，为省政协建言资政和凝心
聚力工作提供坚实的服务保障。

会议要求，全省政协系统要组织好
全国政协党的建设工作经验交流会精神
的学习贯彻。党组成员要带头学习，先

学一步、学深一层。机关党组要组织好
各部门、各支部的学习，要联系实际、学
以致用。各专委会党组要利用会议、培
训等时机，组织好党员委员的学习。要
明确中办和省委关于做好政协党建工作
的一系列具体要求、具体标准，认真学
习、严格执行，通过落实制度，全面提高
政协党建工作水平。要把贯彻落实会议
精神的成效，体现到进一步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上；体现到进一步提高“两支队伍”建设
水平上；体现到进一步履行好政协职能，
助力现代化新龙江建设发展上。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有关事项。
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

副书记聂云凌，省政协副主席、党组成
员郝会龙、刘睦终、韩立华、曲敏，秘书
长、党组成员夏立华出席会议。省政协
副主席张显友、马立群、庞达、迟子建列
席会议。

省政协十二届七十六次党组（扩大）会议召开
黄建盛主持并讲话 聂云凌出席

本报7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
记者刘剑）7日，第四届中国大豆种
业高峰论坛暨大豆良种地展博览会
在五大连池市举行，会期三天。本次
活动由中国种子协会大豆分会、黑河
市主办，展示了示范大豆新品种 238
个、试验和小品种374个。

论坛上，国内大豆行业顶级科研
专家、优秀育种企业代表围绕中国大
豆产业的发展现状、大豆产能与国家
粮食安全、大豆增产增效技术等内容
进行了深入交流探讨。

活动期间，与会者还一同进行了
地展观摩，地展现场位于五大连池市
的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种业种子展
示区和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圣丰种
子展示区，共展示示范大豆新品种
238个、试验和小品种 374个。观摩
现场，五大连池市农业推广中心高级

农艺师张淑艳介绍说，这里囊括了全
国大豆主流品种和先导品种，代表了
我国大豆品种选育水平和发展方向。

本次活动中，组委会还组织以国
家大豆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韩
天富为组长的多名专家，对参评的
148个大豆新品种进行田间评选，共
同推荐中黄909、合农95、龙达3号等
10个品种为“专家推荐品种”，并进
行现场颁奖。

中国种子协会会长张延秋表示，
本次论坛是对我国大豆科技创新成
果的一次大检阅，是新品种集中亮相
的一次大比武，对推动大豆生产绿色
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既展示
成果、解读政策、分享技术，又明确方
向、对接产销、助推转化，涵盖了大豆
全产业链，充分体现了前瞻性、指导
性、引领性和学术性。

238个新品种亮相
大豆种业高峰论坛

本报厦门7日电（黑龙江日报全媒
体记者付宇 杨桂华 周静）第二十一
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以下简
称“投洽会”）将于 9月 8日-11日在福
建省厦门市举办。我省 13 个市地 33
家企业参展，展品 175项，主要包括食
品、酒水饮料等农产品及其加工制品、
林下产品、纺织品、装备制造产品、石
墨及石墨烯等非矿物制品、高科技产
品等类。

在投洽会综合展区中，我省展位
在 C 馆 305，展位面积 500 平方米。本
届投洽会，是我省展位面积最大、参展
企业最多的一届。以“山海关不住，投
资进龙江”为主题，围绕我省向企业家
们展示的“五个前景可期”为重点，充
分利用声、光、电等高科技手段，集中
展示我省资源禀赋及发展潜力、招商
引资重点产业链、项目，以及特色优质
商品。

为更好借助投洽会平台宣传我省
投资机遇潜力，省商务厅将举行系列

招商活动，包括黑龙江省重点产业推
介对接会、黑龙江-厦门企业合作交
流恳谈会、走访厦门重点企业等。

记者在现场发现，我省部分开发
区亮相“中国开发区展区”：黑龙江伊
春经济开发区带来的腐竹、黑龙江
（孙吴）经济开发区的大豆、黑龙江兰
西经济开发区的筋饼、宾西经济技术
开发区的各种肉类制品……

省商务厅开发办副主任周立臣告
诉记者，今年，我省组织了 22 家开发
区参展，带来的 35个项目颇具比较优
势，参展项目涵盖绿色食品加工、生
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都是我省
急需发展、需求突破的产业。

据悉，投洽会是经国务院批准，由
商务部主办的国际投资促进活动。该
活动以“引进来”和“走出去”为主题，
以“突出全国性和国际性、突出投资
洽谈和投资政策宣传、突出国家区域
经济协调发展、突出对台经贸交流”
为主要特色，是我国目前唯一以促进

双向投资为目的的国际投资促进活
动，也是通过国际展览业协会（UFI）

认证的全球规模最大的投资性展览
会，每年定期在厦门举办。

招商频道 走进哈尔滨

鑫达科研人员在做实验。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彭溢摄

5月 15日，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成功着陆火星，迈出了星际探测征
程的重要一步，哈尔滨工业大学科研团队研发的火星车主被动复合式移动控制系统成果应
用于探测器。

今年以来，我省面向全国发布古龙页岩油气勘探开发、薄煤层智能开采等两批5个“揭
榜挂帅”项目榜单，设立33个攻关项目，总预算资金36178万元。

科技部批准哈工大建设“中国—俄罗斯先进能源动力技术‘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我
省国家级“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增至3家。

截至8月末，全省技术合同成交额完成217.6亿元，完成年度目标的72.5%……

38家拟上市 17家完成股改
哈尔滨新区企业“想上市 谋上市 能上市”氛围浓

哈尔滨严查农用车违法载人
客车超员货车超载

赏龙江秋色！
我省推出秋季旅游产品

本报7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闫紫谦）7日，黑龙江省巡视巡察工作会议暨十二
届省委第十轮巡视动员部署会在哈尔滨召开。本轮巡视组建9个巡视组，对12个单位党组
织开展常规巡视，对6个单位党组织开展巡视“回头看”。

经省委批准，十二届省委第十轮巡视将对省委办公
厅、省委宣传部（含省作协、省文联）、省委统战部、省委政
法委、省委政研室、省委网信办、省委编办、省委军民融合
办、省直机关工委、省信访局、省委老干部局、省农业投资
集团等12个单位党组织开展常规巡视；对省国资委、龙江
森工集团、龙江银行、省航运集团、哈尔滨商业大学、牡丹
江师范学院等6个单位党组织开展巡视“回头看”。

十二届省委第十轮
巡视单位党组织名单

十二届省委
第十轮巡视启动

巡视18个单位党组织

我省 家企业投洽会上找伙伴

在投洽会上的我省展位。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付宇 杨桂华 周静摄

携175项产品

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