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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1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
体记者薛立伟）11日下午，省委副书
记、省长胡昌升主持召开省政府常
务会议，听取秋收进展情况汇报，调
度全省秋收工作。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各市
（地）、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
政府关于抓好粮食生产的决策部
署，坚持疫情防控与秋收生产两手
抓、两不误，各项措施扎实有效。当
前已到秋收关键时期，要争分夺秒、
抢抓时机，在丰产的同时做到丰收，
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会议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
位，认真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
要求，把秋收生产作为当前重要
工作来抓，实行目标管理，层层分
解工作任务，推动秋收取得实际
成效。

会议强调，要抢抓天气晴好时
期，根据农作物成熟度，努力把各种
农作物收获在最佳收获期，确保应
收尽收。要建立健全部门协调联动
工作机制，及时帮助协调解决农民
在粮食收获中存在的问题，全力做
到丰产增收。

会议强调，要在抓好秋收的同
时，统筹做好秋季整地、秋季秸秆还
田、高标准农田建设等相关工作。
要强化服务抓好秋收，做好宣传引
导工作，组织农业技术人员开展技
术服务，加强气象预测预报，做好秋
粮收购和秋季农业生产电力能源保
障，做好农机跨区转移沿线的交通
秩序管理，加大秋季农业生产安全
管理力度。

会议还通过了《黑龙江省关于
进一步完善失信约束制度构建诚信
建设长效机制的若干措施》《黑龙江
省关于加快推进政务服务“跨省通
办”“全省通办”的实施方案》《2021
年黑龙江省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实施
方案》，原则通过了《黑龙江省全民
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委托代理
机制试点实施方案》《黑龙江省供销
合作社“十四五”发展规划和二〇三
五年远景目标》。

会前进行了学法，省直有关部
门负责同志就《保障农民工工资支
付条例》进行了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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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玉玺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唐海兵

莽莽林海，广袤平原，纵横水系，湖泊
湿地，这是龙江黑土地上的壮阔景色。虎
啸山林，熊奔鹿鸣，白鹳亮翅，鱼翔浅底，这
是游走于龙江山水间的自然精灵。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
的基础，是地球生命共同体的血脉和根
基。”幅员辽阔的黑龙江拥有“五山一水一
草三分田”的地貌格局，大冰雪、大森林、大
湖泊、大湿地 、大草原，缤纷多样的生态环
境决定了龙江生物多样性的丰富与繁荣。
近年来，随着我省生态空间管控、生态系统

保护和修复力度的持续加大，我省野生动
植物种群出现恢复性增长：

——2019年 5月，黑河市孙吴县正阳
林场发现500公顷野生杜鹃花海；

——2020年 3月，鹤岗市萝北县太平
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现4只野生东北虎；

——2021年 8月，大兴安岭地区黑龙
江呼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现2只野生东
方白鹳……

据野外红外相机拍摄和各监测探查数
据显示，我省野生动物活动频率逐渐提高，
野生植物发现逐渐增多，各濒危物种基数
稳中有升，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显著成
效。如今，丰富的野生动植物种群扮靓了
龙江多彩的生态空间。

优化就地保护体系

为野生动植物提供温暖的家

日前，黑龙江岭峰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管理局首度公布了多段珍贵的远红外
相机监测视频。镜头中，“大猫”猞猁作
出捕猎的姿态，体格健硕的棕熊在树下
打起了盹儿，黑嘴松鸡在草地上悠闲散
步……在这一方广阔的自然保护区里，
野生动物们远离喧嚣和危险，悠然自在
地生活着。

近年来，我省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
然保护区为基础、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不
断推进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截至目前，

我省共有自然保护地 331 处，落界面积
915.6万公顷，占全省国土面积19.38%。自
然保护区 134处，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47处，位居全国首位，基本形成了类型多
样、功能比较健全、区域分布趋于合理的自
然保护地体系。

为什么要建设自然保护地体系？省林
草局三级调研员兰春梅介绍，自然保护地
体系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核心基础，是生
物多样性保护最有效的措施。建设自然保
护地体系，是为了给野生动植物一个可以
庇护的家，通过全面加强野生动植物野外
种群的保护，东北虎、东方白鹳等珍稀濒危
物种得到了有效保护和恢复。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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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月 11 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10 月 11
日就一架俄罗斯飞机失事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慰问电。

习近平在慰问电中表示，惊悉贵国一架飞机在鞑靼

斯坦共和国失事，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我谨对遇难者表
示沉痛的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受伤人员致以诚挚的慰
问。

就俄罗斯飞机失事

习近平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慰问电

新华社北京10月11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11日宣
布：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 10月 12日以视频方式出席《生物

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主旨
讲话。

习近平将出席《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
见习记者 张继元

根据疫情防控工作需要，为筑牢人群
免疫屏障，10日起，哈尔滨市正式启动新
冠疫苗第三剂次即新冠病毒疫苗加强免
疫工作。第三针和前两针有何区别？接
种流程是否一样？哪些人群可以接种第
三针？11日，记者探访了哈尔滨市道外
区靖宇街道巴洛克（红房子）新冠疫苗集
中接种点，对哈市市民第三针新冠疫苗接
种情况一探究竟。

接种流程无差别
符合标准是关键

“请前来接种疫苗的市民扫码、测

温。”“拿好身份证进行登记。”“是来打第
三针疫苗的吗？”……11日10时许，在“红
房子”接种点，工作人员引导前来接种的
市民进入接种点并解答市民的疑问。“我
不记得第二针什么时候打的了，应该差不
多 6个月了。”一位前来接种第三针的市
民对工作人员说。“身份证给我，我给您查
一下。”工作人员回应道。将身份证放在
刷卡机上后，详细的接种信息便出来了。

“您第二针是 5月 15日接种的，截至今天
没超过 6个月，所以接种不了第三针，11
月16日之后再来打吧。”工作人员一边将
身份证递给他一边说。

据道外区卫生健康局局长刘颖介绍，
已经完成两剂次灭活疫苗或一剂次腺病
毒载体疫苗接种满 6个月的 18周岁以上
人群可接种第三针。在口岸、隔离场所、

定点医疗机构等感染高风险地区从业人
员；部分 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和有免疫
功能缺陷或低下的人群优先接种。使用
灭活疫苗完成两剂次接种的人群，原则上
优先使用与第二剂灭活疫苗相同的疫苗
进行第三剂次加强免疫，如遇第二剂相同
疫苗无法继续供应等情况，可使用与第一
剂灭活疫苗相同的疫苗进行一剂次加强
免疫；使用腺病毒载体疫苗接种的人群，
使用原疫苗进行加强免疫。

中风险地区所在区县
暂缓大范围开放接种点

在留观区，记者采访了接种完第三针
正在观察的王涵琦母女。“昨天听到可以
接种第三针的消息，因为妈妈要出国，今

天一大早我们就赶过来，打完第三针后心
里也踏实了，妈妈在国外被感染的风险也
大大降低了。”

接种人打完第三针后如需要纸质版
的接种凭证，可以向工作人员提出，几秒
钟后，一份印有接种人详细信息的接种凭
证便打印好了。

据了解，11日从 8时 30分开始截至
15时 30分结束，道外区全区新冠疫苗接
种点共有930人接种了第三针新冠疫苗。

据哈尔滨市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副
所长胡丽楠介绍，哈市目前部分区县还存
在中风险地区，这部分区县暂缓大范围开
放新冠疫苗接种点，但在这些区县也设有
特需门诊供有需求的市民前往接种，待中
风险地区调整到低风险地区后，将陆续大
范围开放接种点。

现场顺畅有序 百姓积极配合
记者探访哈市第三剂次疫苗接种点

本报讯(杨依明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白云峰)十月金秋，稻海金黄。“中国生态米之
乡”通河县 160万亩优质水稻迎来了收获时
节，受气候有利因素影响，产量再获提升。据
农技部门测产数据显示，今年通河县水稻平
均亩产达到1075斤，产量高于历史同期，创历
史新高。

通河县采取“五强化”措施，抢抓收割黄
金期，确保粮食颗粒归仓。截至10月9日，全
县已收割水稻面积 59.8万亩，占应收面积的
37.3%。 图片由受访单位提供

本报讯（高伟 韩风励 孟维
欣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董新
英）日前，明水县明新街道办事处
向荣村的一片大豆地里，一台大豆
收割机正在作业，机械化收割、脱
粒、装车一气呵成。圆滚的豆粒金
灿灿，预示着又是一个丰收年。

连日来,明水县抢抓农时,掀
起秋收热潮。

“今年天气好，雨水充足，在

农技专家指导下，降低了病虫害
危害指数，产量明显好于往年。”
正在现场调配车辆的向荣村村党
总支副书记宋卫东笑着说。据了
解，这个村统一科学调配收割机，
村干部包户包地块，成熟一块抢
收一块。

10日上午，在树人乡长发村
一望无际的水稻田里，村民王增
勉驾驶收割机收获水稻。饱满的

稻谷，成色好，粒大，亩产又高。
他说，今年又是丰收年。

今年，明水县坚持标准、保证
质量，因地制宜、灵活施策，迅速
全面掀起秋收生产热潮，利用好
农作物收获的黄金时期，人机齐
上，最大限度地发挥收获机械作
用，提高机械收获效率。强化收
后保管，确保打赢秋季农业生产
攻坚战，实现稳粮夺丰收。

本报讯（刘禹昆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闫紫谦）连日来，面对
此轮严峻复杂的疫情防控形势，
省直机关工委迅速组织中省直机
关 2038名党员干部下沉到哈尔滨
515个社区。十余天来，下沉党员
干部不畏秋寒冷雨，放弃国庆长
假，始终奋战在防疫工作最前沿，
与社区工作人员一起，用实际行
动筑起了守护居民健康的安全屏
障。目前，此轮疫情已经基本得
到有效控制，中省直机关下沉党
员干部将陆续返回工作岗位，继
续以本职工作为群众办实事、解
难事、做好事。

省市场监管局质量监督处王
鑫是一位退役军人，得知省直机
关工委组织党员干部下沉社区参
加疫情防控工作，他第一时间报
了名。本想“十一”假期回家照顾
因骨折卧床的母亲，但当时正值
抗击疫情的关键时期，他还是拜
托姐姐承担了所有的照料工作。
10 月 1 日一早，他将自己穿防护

服的照片用微信发给卧床的母
亲，母亲很快回复：“家里不用担
心，你的工作更重要，更有意义。
妈看见你为抗击疫情作贡献，心
里更高兴！”

“裹着五点的寒风出门，披着
八点的月光回家”。这成为今年
刚刚入职省科技成果转化中心的
王光曦近期的工作状态。王光曦
服从社区安排，去往周边商业区参
与核酸检测工作，他抓紧适应各种
岗位需要，快速掌握了组织引导、
扫码、封管换管、掰棉签等流程。
10月 5日，他所在的社区临时接到
建筑工地工友核酸检测任务，为
了不影响工地工期，王光曦主动
放弃轮岗吃饭休息的机会，配合
医务人员赶往工地开展检测工
作，最终在 3个小时内顺利完成了
全部工友的核酸采集。“此次下沉
收获很大，我将把耐心、细心、热
心带回到工作岗位上，从小事做
起，积极为群众排忧解难。”王光
曦坚定地说。 （下转第三版）

中省直机关党员志愿者

顺利完成下沉抗疫任务
陆续返回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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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十月，
一场“诗意生活”的邀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