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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视频会晤
习近平将出席第二届联合国
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

习近平《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
大会上的讲话》英文单行本出版发行

详见第二版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3 日电 在中
国传统节日重阳节来临之际，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对老龄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代表
党中央祝全国老年人健康长寿、生活

幸福。
习近平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

高度重视并切实做好老龄工作，贯彻
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把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

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加大制度创新、
政策供给、财政投入力度，健全完善老
龄工作体系，强化基层力量配备，加快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养老服务体系、健
康支撑体系。

习近平强调，要大力弘扬孝亲敬
老传统美德，落实好老年优待政策，维
护好老年人合法权益，发挥好老年人
积极作用，让老年人共享改革发展成
果、安享幸福晚年。

习近平对老龄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让老年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安享幸福晚年

在重阳节来临之际向全国老年人致以节日祝福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邢汉夫

一次次涤荡心灵的集中学习、一场
场赓续精神的党史宣讲、一件件饱含深
情的民生实事……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
来，哈尔滨市南岗区荣市街道龙泰社区
深刻把握学习教育的目标要求，充分利
用红色教育资源，创新学习形式和内容，
引导全区广大党员干部把学党史、悟思
想、办实事、开新局贯穿学习教育全过

程，推动党史学习教育高起点开局、高标
准推进、高质量见效。

用活红色资源讲好党史故事
走进位于南岗区一曼街 241号的东

北抗联博物馆，一张张泛黄的照片向人
们讲述着东北抗联将士面对严酷的战争
考验和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同日本侵
略者进行长达十四年艰苦斗争的英雄壮
举，让人们真切感受到英雄们视死如归、

百折不挠的伟大抗联精神。“一路看下
来，内心很不平静，这些革命遗址、文物、
场馆平时就在我们身边，但真的很少认
真去看看。”南岗区龙泰社区干事张智家
说，这次社区组织的“红色地标我打卡”
活动，让大家以史鉴今，强信念、转作风，
发挥当代共产党员良好风范，更好地为
群众办实事，为区域经济发展服好务。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
强。“社区通过深入挖掘整合区域内的红

色资源，引导广大党员和群众走进革命
文物遗址和红色场馆，了解史迹、实物、
代表性建筑背后先辈们勇于牺牲、无私
奉献的革命精神和家国情怀，让红色资
源成为大家学习领悟党史的重要载体。”
哈市南岗区荣市街道龙泰社区党委书记
周密告诉记者，社区切实做到学史明理、
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让学史
成为引领人们奋进前行的力量。

（下转第四版）

哈尔滨市龙泰社区

让党史学习教育从“活起来”到“用起来”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本报讯（何静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
者彭溢）省科学院自然与生态研究所和俄
罗斯科学院进化与生态研究所共同研究
的“小兴安岭东北虎栖息地质量与分布”
成果，近日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自
然与文化遗产空间技术中心十年发展十

大代表性成果。这是记者从 12日在莫斯
科召开的第二届大型食肉动物恢复和再
引入国际研讨会视频会议上获悉的。

据介绍，本次研讨会旨在汇集和交流
大型食肉动物种群恢复和再引入方面主要
国际项目的成果和经验，尤其是东北虎、东

北豹、波斯豹、猞猁、熊类和其他稀有物种
的研究、保护和历史分布区种群再引入
等。来自俄罗斯、中国、美国、日本、韩国、
马来西亚、西班牙、葡萄牙、瑞士等10多个
国家的科技工作者及世界自然基金会、国
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等国际组织参加了会议。省科学院院长刘
春燕应邀在线上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本次会议为期 3 天，共 45 个学术报
告。省科学院自然与生态研究所朱世兵
博士将在线作题为“小兴安岭东北虎及其
猎物种群生境研究”的报告。

小兴安岭东北虎栖息地质量与分布
入选一国际十大代表性成果

本报讯（梁辰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
记者姚建平）齐齐哈尔市坚持适时收
获、应收尽收原则，加快秋收进度。截
至12日，全市3793.2万亩秋粮应收面积
中，已完成收获 2005.5万亩，占比达到
52.9%，整体秋收进度过半。

据了解，今年齐齐哈尔市克服前期
降水量大、地块含水量高，以及疫情防
控等不利因素，根据土壤湿度、作物成
熟度等情况，科学合理安排收获时间
和收获顺序，按先大豆后水稻再玉米、
先青储后黄储、先早熟品种后晚熟品

种、先种子田后一般作物、先收岗地后
收低洼地块、先收成熟度好的地块后
收生育期延迟地块的收获方式进行，
成熟一块收获一块。

截至12日，齐齐哈尔市秋粮应收面
积除经济作物外，粮食作物应收 3703.5

万亩，已收 1915.8 万亩，进度达到
51.7%，其中：马铃薯、小麦、杂粮杂豆全
部收完，大豆、水稻、玉米分别收获
859.7万亩、408.9万亩和 530.7万亩，进
度分别为84.2%、61.5%和27.9%。甜菜、
汉麻等经济作物已经全部收完。

本报13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薛立伟）连日来，省委副书记、省长胡昌升
到哈尔滨市巴彦县，齐齐哈尔市建华区、泰
来县，大庆市龙凤区、萨尔图区、红岗区、让
胡路区，调研县域经济发展、产业项目建设
及秋收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
求，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围
绕重点产业链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快形
成产业集聚，全力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
展。

胡昌升高度重视企业发展和项目建
设。12日至 13日，他深入齐齐哈尔市，到
星光农业科技园考察现代国际农产品市场
项目，到黑龙江六水香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考察稻米加工项目，听取县域经济发展情
况介绍；深入大庆三聚能源净化有限公司、
大庆沃尔沃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大庆溢泰
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大庆赛车小镇、大庆
华理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大庆先进陶瓷产
业园、大庆油田昆仑集团电缆有限公司、大
庆普罗石油科技有限公司，实地考察规上
企业发展和产业项目建设情况，叮嘱企业
在加力发展的同时注重生产安全。胡昌升
强调，要把招商引资摆上突出位置，以商招
商、以情招商，加快产业项目建设，推进工
业园区化、产业链条化。要坚持补短板、强
弱项，优化存量、扩大增量，继续在二产上
聚焦发力、在三产上挖掘潜能。要加强与
省外优势企业合作，扩大当地企业规模，提
高管理水平，拓展国内外市场，降低企业生
产成本，实现上下游相互补充配套。要用
心用情服务企业，为企业提供政策支持，营
造良好营商环境。调研中就产业园区建
设，他特别强调，产业园区建设要规划更前
瞻、政策更优惠、服务更周到，使园区在促
进产业集聚、形成规模效应上发挥更加积
极的作用。

当前，正值秋粮收获的季节。秋收进
度怎么样？疫情防控是否对秋收有影响？
胡昌升十分关心这些问题。他先后来到巴
彦县西集镇兴旺村、巴彦镇前进村和泰来
县江桥镇齐心村秋收现场，实地察看水稻、
大豆机械化收割，与当地负责同志和农机
操作手亲切交谈，了解秋收进度。他强调，
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秋
收生产，立足“抢”字抓秋收，确保粮食颗粒
归仓，在丰产的同时实现丰收增收。要树
立安全秋收意识，加强农机操作安全管理，确保秋收生产安全。

在黑龙江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胡昌升调研生态保护和旅游发展情
况，强调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注重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在保护中开
发，在开发中保护，做到旅游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统一，促进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

胡昌升还到巴彦县巴彦镇，检查疫情防控工作，看望慰问坚守岗位的抗
疫一线工作人员。

王永康、孙喆分别参加相关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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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3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
体记者霍营）13日 11时 12分，哈医
大一院群力院区（省新冠肺炎救治中
心）收治的4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
1例无症状感染者，根据《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八版修订
版）》，经专家组综合评估，已达到出

院标准，转入哈尔滨市第二医院进一
步康复治疗。康复出院后将按规定
继续做好隔离管理、健康监测和随访
复诊。

截至 13日 12时，在省新冠肺炎
救治中心治愈出院的新冠肺炎患者
累计达65例。

13日5例新冠肺炎患者出院

官
方
带
娃

继
红
花
园
课
后

服
务
样
本
很
燃

本报讯（鄂洪波 何迎春 吕晗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朱云峰)金
秋十月，稻米飘香，齐齐哈尔市梅里
斯区共和镇双岗子村，6000亩鱼稻
正式开镰收割。看到一条条活蹦乱
跳的鱼和压弯腰的水稻，稻农侯殿
峰喜不自胜：“我在双岗子村已经种
了五年水稻，今年种了 400 多亩。
为了增收，在村‘两委’的鼓励下，已
经养了三年鱼了，每年放几千块钱
鱼苗，能增收2万到3万元。”

在侯殿峰的稻田里，四台水稻
收割机穿梭不停收割稻谷。同时，
秸秆直接粉碎还田，增加了土壤肥
力。在相邻的一块未收获的稻田
内,侯殿峰同稻农们一起捕捞稻田
鱼，随着水位的下降,一条条鲫鱼、
鲤鱼、鲶鱼被捕捞上来。鱼满篓、
稻满车，这些“新鲜出炉”的稻田鱼
刚刚上岸就被现场围观的村民抢
购一空。

据了解，梅里斯达斡尔族区双

岗子村有 6000 亩稻田地，为增收
致富，村“两委”带领稻农外出学
习，自 2019 年起开始尝试在稻田
地里养殖各种鱼类，通过三年的摸
索，养殖技术逐步成熟。每到秋收
季节，稻田鱼与鱼稻订单不断，让
村民感受到了年年有余的获得感
与幸福感。

稻田里的鲤鱼肥美。
鄂洪波 何迎春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朱云峰摄

梅里斯梅里斯60006000亩鱼稻丰收啦亩鱼稻丰收啦
鱼满篓

稻满车

黑土地忙秋收

齐齐哈尔齐齐哈尔
秋收进度完成过半秋收进度完成过半

本报13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
体记者樊金钢）记者从哈尔滨市博物
馆获悉，10月13日，哈尔滨市博物馆、
哈尔滨党史纪念馆、中东铁路印象
馆、哈尔滨市博物馆群力分馆、哈尔
滨音乐博物馆、中共满洲省委旧址纪
念馆、李兆麟将军纪念馆恢复开放。

据介绍，各馆开放时间为 9
时至16时。为切实保障广大观众身
体健康与生命安全，各展馆全力做好
疫情防控各项工作。观众提供健康
码、测温后，方可入内参观，参观期间
需全程佩戴口罩。各馆暂不提供人
工讲解服务。

哈尔滨市博物馆重新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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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饮食聚焦饮食、、就医就医、、安全安全
我省发力智慧养老我省发力智慧养老

甘南县大豆收获现场甘南县大豆收获现场。。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姚建平姚建平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