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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肇源农场水稻收割正式开始。秋收现场，一大片金黄色的水稻长势喜人，水稻联合收割
机在稻田里来回穿梭，田间地头一片繁忙景象。

据了解，肇源农场共有6万亩水田，今年预计平均亩产625公斤，总产量将达到3.75万吨。
孙娜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楠摄

金秋九月，正是马铃薯收获的季节，走进黑河市
爱辉区马铃薯种植基地，放眼望去一派繁忙的丰收景
象。马铃薯联合收获机与小型收获机来回穿梭、同时
作业，金灿灿的马铃薯均匀地被抛撒在地面上，远远
望去好像是满地金黄圆润的“金疙瘩”。

工人们有条不紊地进行分拣、装袋、封袋等工作，
王春玲告诉记者，自己一天可以挣200元，马铃薯大
约30天收获完毕。

王萌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邵晶岩 刘剑摄

肇源水稻开镰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薛婧

近日，哈尔滨完达山奶牛养殖有限
公司收到了来自自贸试验区哈尔滨片区
管理局审批服务处（哈尔滨新区行政审
批局）发出的第一张“无感许可证”。企
业许可证马上到期时，该局已默默为企
业做好了换证的一切工作，并把新证寄
到企业手中。

“这种换证方式是想都没想过的一
种全新审批体验！企业没有为此花费任

何精力和时间成本，可以全身心地投入
到生产中。”哈尔滨完达山奶牛养殖有限
公司相关工作人员激动地说。

小小案例，恰是黑龙江自贸试验区以
制度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写照。

自2019年8月30日正式挂牌成立以
来，短短两年时间，黑龙江自贸试验区统
筹“为国家试制度、为地方谋发展”，体制
机制不断健全、创新意识显著增强、营商
环境持续优化、项目主体加速落地，树立
了“最北自贸试验区”鲜明品牌形象，改革

开放“排头兵”和“试验田”作用不断显现。

2年生成超200项制度创新成果
2021年 7月 30日上午，省级审批权

限下放承接暨“绥意办”APP启动仪式在
自贸试验区绥芬河片区政务服务中心举
行。“绥意办”APP聚合了绥芬河市各类
公共资源和政务服务功能，成为一体化、
全天候的掌上便民服务平台。

中国华丰能源香港控股集团在自贸
试验区绥芬河片区成立了子公司，企业

执行董事王宏洲在办理相关证照的时
候，通过“绥意办”APP平台，很快就完成
了相关手续的办理，拿到了证照。“前些
年我也曾经来过绥芬河，办理相关事没
有如此快的便捷条件，现在‘绥意办’这
个APP平台和‘一站式’服务太方便了。”
王宏洲感触颇深。

制度创新是自贸试验区成立的一个
重要任务，恰恰也是支撑自贸试验区高
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

（下转第三版）

最北自贸试验区 200项成果探路制度创新 启幕在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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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西安9月14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运动会开幕
式9月15日20时在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开幕式并宣布运动会开幕。

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
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
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习近平将出席第十四届全运会
开幕式并宣布运动会开幕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网络文明建设的意见》
详见第六版

本报14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
记者那可 曹忠义）14日，黑龙江省关工
委成立 35周年暨关心下一代工作表彰
大会在哈尔滨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
原副委员长、中国关工委主任顾秀莲出
席会议并讲话，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
会主任张庆伟为省关工委成立 35周年
致贺信，省委副书记、省关工委主任陈
海波出席并讲话。省领导范宏、徐建
国、刘睦终等参加会议。

顾秀莲代表中国关工委向大会的
召开和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先进个人
表示热烈祝贺。她指出，黑龙江省关心
下一代工作，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了
重要贡献。顾秀莲强调，各级关工组织
和广大“五老”要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
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更好地将关心
下一代工作融入全党工作大局；要以习
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为统
领，努力推进关心下一代工作高质量发
展；要以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
精神为动力，总结经验，为新时代关心
下一代工作作出新贡献。

张庆伟在贺信中指出，省关工委团
结带领广大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
教师、老模范等老同志，坚持投身关心下
一代事业，为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发挥
了重要作用，为推动黑龙江振兴发展作
出了积极贡献。全省各级关工委要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
关心下一代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
履行党委议事协调机构职责，带领全省

“五老”进一步支持和帮助青少年成长成
才、全面发展。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
加强对关心下一代工作的领导，重视并
支持关工委工作，学好、用好新修订的
《黑龙江省关心下一代工作细则》，推动
全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再上新台阶。

会议要求，全省各级关工组织要提
高政治站位，增强做好新时代关心下一
代工作的政治责任感。要聚焦主责主
业，推动全省关心下一代工作高质量发
展。要加强组织领导，凝聚做好关心下
一代工作的强大合力。

会议采取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各
市（地）、县（市、区、局）设分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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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樊金钢）记者从哈尔滨市政府获悉，
近日，哈尔滨市将有两项重量级活动
陆续启幕：第35届中国·哈尔滨之夏
音乐会和 2021中国企业家太阳岛年
会。

第 35届中国·哈尔滨之夏音乐
会开幕式于今日19时30分在哈尔滨
大剧院举行。组委会组织创排了一
台开幕式文艺演出——《奔腾吧！松
花江》，演出由“燃情岁月、感恩时代、
拥抱世界”三大篇章组成，以磅礴恢
宏的气势，抒发“东北振兴”的新时代
强音以及向现代化强国进军、向伟大
复兴进军的美好愿景。

除第十四届全国声乐展演和第
二届全国优秀音乐剧展演外，本届哈
尔滨之夏音乐会还将举办第七届中
国交响音乐季——“哈夏”城际展演，
拟邀请天津、武汉、青岛等 6城市的
优秀乐团进行展演。

本届“哈夏”大力开展群众文化
活动，全面营造哈尔滨音乐文化氛围
和树立音乐文化品牌形象。“哈夏”群
众文化活动设主会场和分会场。主
会场设在哈尔滨市标志性建筑——

防洪胜利纪念塔广场，各区县（市）设
分会场，主要品牌活动共12大项，推
出千余场演出。

本届哈尔滨之夏音乐会举办“魅
力夏都”文化展示活动。举办“书香
夏都”读书节、中外音乐名家手迹展、
庆祝建党 100周年冰雪画展、“百年
征程歌声激昂”红色经典音乐作品
展、60年“哈夏”群众文化图片展和
文化旅游创意集市等活动。

本届哈尔滨之夏音乐会将举办
“风采荟萃、献礼百年”全国音乐学院
系列音乐会。依托哈尔滨音乐学院，
整合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
天津音乐学院等全国11所高等专业
音乐学院资源，搭建新的交流平台，
扩大“哈夏”在专业音乐学院的业界
影响力。

据悉，本届“哈夏”音乐会提出了
“超长音乐季”的理念。首次将“哈
夏”音乐会拓展为音乐季，演出时段
从7月持续至11月，实现专业与业余
相结合、高雅音乐与通俗音乐相结
合、室内演出与广场演出相结合、文
化活动与经贸旅游相结合。

（下转第三版）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见习
记者孙葳秀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
者张桂英）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筹
备，“龙江共此时”中秋手机晚会还
有 4天就要和大家见面了。最令人
期待的节目内容都有啥？到底会有
哪些明星网红在直播中与您见面？
相信此时的您，一定满满的好奇，满
满的期待。接下来，记者带您一探
究竟，层层揭开中秋手机晚会的面
纱。

“开心的锣鼓敲出年年的喜庆，
好看的舞蹈送来天天的欢腾，阳光
的油彩涂红了今天的日子哟，生活

的花朵是我们的笑容……”央视春
晚唱响的歌曲《好日子》，在中国可
谓家喻户晓，几乎男女老少都能唱
上几句。无论是各种迎庆节日的大
型晚会，还是居民社区的歌舞表演，
亦或江边的广场舞，甚至幼儿园孩
子们表演节目的配乐，都能听到这
首歌熟悉的旋律和歌词。然而很少
有人知道，这部经典之作的诞生是
源于《黑龙江日报》这张有着 76 年
悠久历史的党报。这首歌，最早唱
响在 26年前，黑龙江日报创刊 50周
年的庆祝大会上。

（下转第三版）

中秋手机晚会剧透第一弹

龙江共此时 缘在《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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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之夏音乐会
中国企业家太阳岛年会

本报14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
者曹忠义）14日晚，省委书记、省人大常
委会主任张庆伟在佳木斯同江市会见
全国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
一书记黄晓薇一行。

张庆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黄晓薇
一行到黑龙江调研表示欢迎，对全国妇
联对黑龙江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介绍
了我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妇

女和妇女工作重要论述，推动妇女儿童
事业发展情况。他表示，当前全省上下
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
一”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
署全力推进高质量发展。奋斗“十四
五”、奋进新征程，需要各族各界各方面
的共同努力，更需要广大妇女在经济社
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希望全国妇
联继续关心支持黑龙江妇女工作，在助

力龙江振兴发展上给予更多支持，在巾
帼建功立业活动中继续给予更多帮助，
在推进妇女儿童事业方面给予更多指
导，助推我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省
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妇女儿童工
作，切实维护妇女儿童权益，支持深化
妇联改革，加强妇联干部队伍建设，推
动全省妇女事业和妇联工作再登新台
阶。

黄晓薇感谢省委省政府对全国妇联
工作的支持，对黑龙江经济社会发展取
得的成绩表示赞赏，介绍了全国妇联有
关工作情况。她表示，全国妇联将借鉴
推广黑龙江妇女儿童工作好经验、好典
型、好做法，继续大力支持妇女儿童工
作，为黑龙江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张安顺、沈莹及佳木斯市和省直有
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张庆伟会见全国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黄晓薇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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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储国强 郑昕 王恒志

9秒 83，苏炳添在东京奥运会男子百
米飞人大战中一鸣惊人，给中国乃至亚洲
短跑树立了新的丰碑。回顾一个月前动
人心弦那一刻，32岁的苏炳添说：“我敢很
肯定地说肯定有（上升）空间。都说亚洲
人的极限，我觉得根本没有什么极限之
说。”

苏炳添的成绩和自信，源于其背后
强大的祖国。东京奥运会上，中国体育
健儿以使命在肩、奋斗有我的精神，发扬
顽强拼搏、奋勇争先的优良传统，为祖国
争光，为奥运增辉，交出了出色的成绩
单。

竞技场上优异的表现是中国体育全

面发展的缩影。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推动，为中国体育
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绘定了蓝图。

“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
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
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促进经济
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展示国家文化软
实力的重要平台。”

从 1917年毛泽东同志发出“欲文明其
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的呼喊至今，体育
的内涵和外延从未如此丰富和清晰。体
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站
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交汇的历史方
位，建设体育强国目标标注出体育在新时
代的全新定位，正在谱写逐梦奋进新篇
章。

使命在肩 奋斗有我
东京奥运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

得 38金 32银 18铜共 88枚奖牌，金牌数、
奖牌数均位居第二，金牌数追平在伦敦奥
运会取得的境外参赛最好成绩。

凡事预则立。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东京奥运周期历时 5 年、充满变数与挑
战。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0年 9月 22日主
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
座谈会时就强调：“要妥善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带来的影响，统筹做好东京奥运会和
北京冬奥会各项工作，发挥我国竞技体育
举国体制优势，牢固树立全国一盘棋思
想，全力做好东京奥运会备战参赛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同时还指出，要创新竞

技体育人才培养、选拔、激励保障机制和
国家队管理体制。

人心齐，泰山移。面对奥运延期一
年、疫情不确定性、长时间封闭训练、缺少
比赛检验等种种不利因素，中国体育人牢
记总书记指示，在各地各行各业的支持和
帮助下，通过强化思想建设、优化备战体
制机制、实施科技助力、组织转训比赛等
措施，保障了奥运备战的系统性、完整性，
有效提升了队伍在东京的整体竞争力。

在东京，汪顺勇夺中国男子个人混合
泳首枚奥运金牌，射击队四枚金牌背后都
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00后”身影，田径和
游泳两个基础大项里，一众老将新人纷纷
拿出个人最好成绩、赛季最好成绩……

（下转第二版）

书写体育强国逐梦奋进新篇章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体育事业发展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