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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城初秋，省百
大项目富裕塔哈通
用机场项目工地上
如火如荼，建设者们
正开展“秋季攻势”，
为项目建设做最后
冲刺。

据介绍，作为全
省首批16个通用机
场之一，富裕塔哈通
用机场自开工建设
以来，建设者们克服
恶劣天气等困难保
质保量推进工程进
度。时下，主跑道道
面铺筑已经顺利完
成；航站区累计完成
82%产值；飞行区累
计 完 成 80% 产 值 。
项目预计2021年11
月试通航。

申震 宋燕军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
记者 姚建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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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曲静）2
日~7日，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京
召开，省委常委、副省长王永康率团出席相关活
动，并开展招商引资和项目对接。

本次服贸会，我省重点展示数字经济、文化
旅游、服务外包、医疗健康、金融服务等领域项
目。王永康带队巡馆，并前往德勤、普华永道、京
东、字节跳动等展位现场对接、洽谈合作。王永
康要求，交易团各单位要抓住服贸会契机，主动
与目标企业洽谈，全力争取合作机会，并加快招
商项目落地。

4 日，为落实省委省政府大力发展现代服
务业、大抓特抓中医药产业的部署要求，我省
举办了黑龙江省现代服务业与中医药项目招

商恳谈会。王永康指出，黑龙江发展现代服务
业和中医药产业潜力大、基础好、商机多，希望
与会企业聚焦我省现代农业、旅游康养、仓储
物流、科技成果转化、提升消费层次以及中药
材种植、中医院建设、中医药产业化等方面，与
我省全面加强合作。

5 日，王永康出席了第四届“一带一路”中
医药发展论坛并发表主题演讲，全方位宣传推
介黑龙江中医药产业发展现状和优势潜力。

服贸会期间，王永康还拜访了飞鹤乳业、
东旭集团等重点企业，与字节跳动、京东集
团、中国电子商会、香港贸发局驻中国内地代
表处等见面洽谈，并举行签约，多领域开展招
商活动。

我省服贸会期间
开展系列招商活动

王永康率团参会

本报7日讯（吴迪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闫紫谦）7日，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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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关于巡
视巡察工作的部署要求，落实全国巡视工作会议
精神和中央巡视指导督导反馈意见，对十二届省
委第十轮巡视进行动员部署。

省委常委、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张巍
作动员讲话，省委常委、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
副组长沈莹传达省委书记张庆伟在听取十二届
省委第九轮巡视情况综合汇报时的讲话精神，宣
布第十轮巡视组长授权任职及任务分工决定。

会议强调，要从政治上把握做好新时代巡视

巡察工作的根本要求，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
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督促做到“两个维护”。
要坚决抓好中央巡视指导督导反馈意见整改，以
更加精准的举措落实政治巡视巡察要求，以更加
坚定的决心推动巡视巡察整改，以更加高效的协
作促进各类监督贯通融合，以更加严格的要求建
设巡视巡察队伍，推动巡视巡察工作高质量发
展。要围绕“四个落实”找问题，聚焦“三定”规定
促履职，强化制度落实提质效，圆满完成全覆盖
收官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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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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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

张巍作动员讲话 沈莹宣布授权任职及任务分工

本报7日讯（记者桑蕾）7日上午，全省“万企
兴万村”行动启动大会并全省新时代民营经济
人士理想信念报告会在哈尔滨举行。省委常
委、统战部部长聂云凌出席并讲话。

聂云凌表示，“万企兴万村”行动是我国乡
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中央和省委
交给广大民营企业和各级工商联组织的一项政
治任务，也是助推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
重要力量。

聂云凌强调，开展“万企兴万村”行动要坚
持主动参与、市场导向；坚持分类指导、协同推
进；坚持依靠科技、鼓励创新；坚持义利兼顾、合
作共赢；坚持三条红线、依法兴村五条原则。

聂云凌要求，民营企业要参与到乡村产业
振兴、生态振兴、文化振兴、人才振兴、组织振兴
中。要开展“龙商回报家乡”行动，号召引导乡
贤企业家返乡回乡投资兴业、造福桑梓；要与

“兴边富民”行动、促进老区建设结合起来；要注
重与“光彩行”活动叠加放大效能。同时扎实做
好组织领导、工作协同、服务保障、示范引领、宣
传表彰等方面的保障。

在当日举行的全省新时代民营经济人士理
想信念报告会上，聂云凌对六名企业家心怀祖
国、实业报国的真挚情怀给予高度评价。报告
会是近年来我省工商联加强民营经济人士理想
信念教育成果的集中展示。

聂云凌在全省“万企兴万村”行动启动大会上指出

引导民营企业
积极参与龙江乡村振兴

本报7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王彦）
由省总工会、人社厅、科技厅、工信厅、公安厅、
住建厅联合主办的第十二届黑龙江省职工职业
技能大赛决赛 7日上午在中国航发哈尔滨发动
机有限公司开赛。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宋希
斌出席启动仪式并讲话。

本届大赛在工种设置上侧重通用技能，同时
推出了一批“高精尖”项目，设置了钳工、焊工、数
控机床装调维修工、工业机器人操作调整工、网络
与信息安全管理员、砌筑工等6个决赛工种。参加
决赛的 14支代表队、147名选手从全省 199场竞
赛、7209名职工中选拔而出。对获得各工种决赛
前3名的选手，符合条件的可优先推荐申报“龙江

技术能手”称号，并按规定晋升高级工职业资格或
职业技能等级，同时给予物质奖励。此外，由选手
所在市（地）总工会在次年五一前夕集中表彰时优
先申报“黑龙江省五一劳动奖章”，其他各联合主
办单位在评选表彰先进模范荣誉时，优先考虑本
届大赛决赛优胜选手。

据了解，去年以来省总工会联合相关部门
紧紧围绕“六个强省”目标任务，在重大战略、重
大工程、重大项目、重点产业中，深入开展“五个
百万”职工劳动和技能竞赛，取得显著成效。
2020年开展省级技能竞赛工种 55个、市级技能
竞赛工种 855个，提升技能等级 1.88万人，同比
提升 235.7%，有力助推了龙江经济社会发展和
高技能人才培养。

第十二届黑龙江省职工
职业技能大赛决赛开赛

龙龙江江交通隐患治理· 在行动在行动

本报讯（高阳 吴凡 黑龙江日
报全媒体记者马智博）为深刻吸取
勃利县“9·4”重大交通事故教训，
连日来，哈尔滨各地各相关部门结
合实际迅速部署安排交通运输安
全工作，进一步加强农村交通安全
风险隐患排查治理，严厉打击交通
违法行为，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教
育，确保从源头上消除交通运输安
全隐患。

针对农村地区存在的交通隐
患，日前哈尔滨市公安交警部门集
中开展道路交通安全大整治专项行
动。着重加强凌晨、中午、夜间三个

重点时段，组织警力针对高速公路、
国省道、农村道路进行常态化整治，
不间断打击突出交通违法行为。

行动期间，交警部门会同各区
县交通运输、农业农村、应急管理、
乡镇政府等部门，严查农用车、拖
拉机、货车违法载人，客运车、农村
面包车超员，以及货车超载、闯红
灯等突出违法行为。

6日，哈市交警开展全时段布
控，从严临检过往可疑车辆。18时
50分，在三环路与光宇路交口（靠
山村附近），一辆黑AU204*(黄牌)
大型货车行经路口时，强行左转弯

驶入路口，将其取缔。驾驶人李某
因闯红灯受到罚款 200元、驾驶证
记 6 分的处罚。因该车称重超载
50%以上，依法还应处以罚款 1000
元，驾驶证记6分的处罚，两项合并
处罚后，其驾驶证将被一次记满12
分，李某需参加“满分”学习考试。

6日20时30分许，交警发现阳
明滩大桥江南往江北一侧停放了
多台大货车。经询问，所有驾驶人
都知道这个时段货车禁行，看见有
交警执勤才将车停在桥上。交警
对所有大货车违反禁行、禁停规定
做出合并罚款 200 元，驾驶证记 3

分的处罚。
7日 5时 30分许，交警呼兰大

队在长康公路冒雨巡逻时发现一
台黑011792*（农机绿牌）号拖拉机
违法载客，后车厢上两名乘车人
手扶厢板，随着车身摇晃，经询问
驾驶人和乘车人，三人均表示知
道刚发生的惨痛事故，也知道农
用车不让拉人，但仍冒险上路。
因驾驶人无法提供相关证件，交
警对车辆尾部补粘了反光贴后，
依法滞留了车辆，考虑沿线道路
泥泞、行走不便，交警随后将 3 人
安全送到了指定地点。

哈尔滨严查农用车违法载人客车超员货车超载

本报讯（孙健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王志强）近
日，尚志公安局制定出台了《尚志市公安局整治农村道
路交通安全 20条举措》，并对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
再部署再压实。行动期间先后检查客运、物流公司、危
化品企业、电动车商店等 30余家单位，督促企业进一
步落实交通安全主体责任。

截至目前，尚志公安出动警力 2000余人，交通、农
业农村等部门出动执法人员 1000余人，开展联合执法
10余次。查处涉酒57人、不按道路行驶110件、不系安
全带28人、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9人，查扣超宽货运车
辆2台、超载货运车辆3台、面包车超员1台。

尚志20项措施
严打农村道路交通违法行为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邢汉
夫）7日，记者从哈尔滨地铁集团获悉，为
全面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切实减少道路交
通事故发生，哈尔滨地铁全面开展安全生
产专项整治活动。

据了解，哈尔滨地铁集团针对易发
生火灾、坍塌、管线损坏，运营踩踏、中
毒、设备故障等安全事故的重点区域、重
点环节、重点部位进行安全风险辨识评
估，遵循风险越高管控层级越高的原则，
确定落实管控措施责任单位的层级及责

任人，形成风险台账。结合中秋、国庆期
间建设、运营实际和高风险因素，哈尔滨
地铁集团修订评估了突发事件综合应急
预案及专项应急预案，并组织开展各级
实操应急演练，提高现场处置能力。随
着哈尔滨地铁运营、建设领域业务发展，
哈尔滨地铁 2、3号线将先后进入初期运
营，运营线路和里程的扩展延伸，加之 1
号线运营时长的增加等情况，哈市将细
化管控措施，严抓责任落实，全力保障地
铁安全生产。

哈尔滨地铁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
者程瑶）6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国
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碳中和国
际合作发展论坛”上，省金控集团与
电投农众（北京）、中国南光华嬴（北
京）实业、中安和平控股、安信乾宏
投资等共同签署《黑龙江碳中和产
业基金合作意向协议》，拟共同发起

组建龙江碳中和产业基金。
据悉，该基金意向投资规模100

亿元，主要投资负碳智能化垂直植
物工厂、零碳综合智慧新能源、尾矿
治理、菜篮子工程、负碳干馏无氧低
温裂解垃圾处理、碳智慧污水处理
环境综合体、太阳能超导集热供暖、
太阳能电解水制氢、无线自组网应

急通信系统、林草碳汇全过程实施
等我省的碳中和项目建设。

据省金控集团党委书记、董事
长于宏介绍，此次意向协议的签订，
是我省“金融助振兴——龙江开新
局”行动中金融招商工作的可喜成
果。省金控集团作为国有金融资本
投资、运营与管理平台，将金融招商

工作作为“一号工程”，积极谋划，全
员招商，此前，已与相关合作方进行
过多次磋商。“我省自然资源有较大
优势，并且森林固碳能力较强，建立
龙江碳中和产业基金，正是希望能
助力龙江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
现，并带动我省产业绿色转型发展
和绿色生活方式的形成。”

省金控集团签署黑龙江碳中和产业基金合作意向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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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时节，清风习习。北靠山
村的小路旁，农家院错落有致。

“冯治纲眼疾手快，‘砰’的一
枪，鬼子应声倒地。夜袭汤原战斗
打响了……”在汤原县北靠山村新
时代文明实践广场，老书记裴志伟
讲得绘声绘色。“山屯老屋故事汇”
2021年第三期开讲，大家聚精会神
地听着讲解员裴志伟的娓娓讲
述。红色历史和一个个动人故事
传遍村庄。

“老书记讲的特别接地气儿，
让我感到作为北靠山村人，要继承
发扬老一辈的优良传统，为家乡父

老多做实事儿。”村民贺海臣说。
2017年，汤原县为北靠山村融

资3500万元“美颜”，建设乡村旅游
重点村。村里修起抗联浮雕文化
墙，安装了120基景观路灯，以浮雕
墙和灯杆文化宣传栏为载体，宣传
展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红色抗
联历史文化、乡村文明等，将农村
精神文明创建内容融入百姓日常
生活。

北靠山村通过招商引资，引来
了旅游公司投资生态园、精品民宿
等旅游产业，形成“红色旅游+绿色
产业”发展模式，辐射带动了村里

住宿餐饮业、种养产业发展和农民
就业创业，让村民都吃上了“旅游
饭”，农产品搭上了“顺风车”。

村前的木耳棚、养殖场生意红
红火火，村后的果蔬采摘基地硕果
累累。2020年北靠山村村民年人均
可支配收入达1.89万元，远远高于
全县平均水平。“这下好了，不用出
门打工，在家门口干活儿就能赚钱
养家。”村民吴忠清笑呵呵地说道。

傍晚，北靠山村宽阔的广场
上，村民们身着统一服装，伴着欢
快的乐曲跳起了广场舞。一张张
幸福的笑脸，一道道美丽的风景，
无不体现着乡村文明之风。昔日
贫困山村如今成了旅游热站。

到北靠山村度假的游客李斌
说：“这个地方环境美，饭菜香，蔬
果绿色，乡风淳朴，村民非常热
情。感觉非常好，以后还会常来。”

北靠山村 开启“美颜”处处皆景

度假的游客度假的游客。。

美丽乡村培育文明乡风美丽乡村培育文明乡风。。乡村一隅乡村一隅。。

本报7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薛立
伟）7日上午，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贾玉梅到省
博物馆新馆施工现场调研项目建设及展览筹备
情况。她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
策部署，加快建设进度，保证工程质量，全力打
造群众满意的民生工程、精品工程。

贾玉梅来到省博物馆新馆施工现场，实地
察看主体工程建设进展，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规
模、建筑材料使用、资金保障、展陈设计等情况，
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相关部门及施工单位
意见建议。

贾玉梅指出，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省博物馆
新馆建设工程，相关部门做了大量细致扎实的工

作，前期工程建设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下一步，要
按照工程设计要求，继续做好基础性工作，坚持精
细化管理、标准化施工，充分发挥监理单位作用，
狠抓施工过程监管，全力保障建筑品质。要按照
预计完工时间，倒排工期，有序推进，制定时间表、
路线图，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强化施工安全保障，
着力把博物馆打造成为亮点工程、样板工程。要
统筹基础设施建设和展陈设计同步推进，相关部
门要紧密协作，切实把各项准备工作做实做细做
到位。要以先进理念、先进技术，对新馆展陈进行
专业化设计，运用数字化展示、多媒体互动等多种
形式让展厅更具现代感和吸引力，以技术创新推
动博物馆事业高质量发展。

贾玉梅在省博物馆新馆调研时强调

倒排工期有序推进
力争打造精品工程

本报7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董盈）7
日，参加“外国总领馆龙江招商项目推介活动”
的总领馆官员一行参访考察了绥化市经济技术
开发区玉米精深加工、大米生产加工、食品饮料
等方面的多家企业，以及北林区盛昌种业繁育

基地和水稻文化展馆。
总领馆官员一行人走进生产一线，近距离

了解企业发展情况，来到田间领略黑土良田风
采，对绥化独具特色的“寒地黑土、绿色有机、非
转基因”农业名片有了更直观的体验和感受。

外国总领馆官员体验绥化“绿色有机”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