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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25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
者曹忠义）11月25日上午，中国共产党黑
龙江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
在哈尔滨召开。

出席这次全会的有，省委委员 65人，
候补省委委员5人。

全会由省委常委会主持。省委书记
许勤代表省委常委会讲话。

全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传达了党的十九届六中
全会精神，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黑龙江
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关于
召开中国共产党黑龙江省第十三次代表
大会的决议》，许勤就《决议（讨论稿）》向
全会作了说明。全会决定，2022年4月召
开省第十三次党代会。

全会指出，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对
于在建党百年历史条件下开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新时代更

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
要里程碑意义。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全会
精神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在前一阶段学习
宣传贯彻的基础上，继续深化学习理解、
深度宣传宣讲、深入贯彻落实，推动学习
宣传贯彻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
增强广大党员干部奋斗新时代、奋进新征
程的政治自觉和使命担当，为开好省第十
三次党代会提供有力保证。

全会强调，党中央对换届选举工作高
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
示，为做好换届选举工作指明了方向、提
供了根本遵循。要充分认清召开省第十
三次党代会的重要意义，切实增强政治责
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开好省第十三次党
代会，是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
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的十九
届六中全会精神的重要实践，是对坚决拥

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重
要检验，是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继续推进
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举措，是推
进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再创龙江新辉煌
的重要保证。省第十三次党代会不仅要
选举产生新一届省委、省纪委领导班子，
同时还要选举产生我省出席党的二十大
代表。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把加强党的领导贯穿党代会筹备全过程，
围绕选出一个好班子、起草一个好报告、
营造一个好风气，扎实做好各项筹备工
作。要通过开好这次党代会，引导全省党
员干部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选出忠诚干净
担当的好干部，配出结构优、功能强的好
班子，绘出符合龙江实际、指导振兴发展
的好蓝图，凝聚起全省干部群众奋进新征
程、夺取新胜利的磅礴力量，推动全省各
项事业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

向笃定前行，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
全会强调，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

署，高标准高质量做好省第十三次党代会
各项筹备工作。精心做好代表推选和人
事安排工作，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
严把人选政治关和廉洁关，做实做细我省
参加二十大代表和省党代会代表选举工
作，进一步优化代表结构，做好省“两委”人
选提名、推荐、考察工作。认真起草党代会
报告，牢牢把握党代会报告首先是政治报
告的要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对东北地区和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
精神，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
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聚焦振兴发展重
大问题，加强前瞻性思考和全局性谋划，深
入开展调查研究，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建
议，确保报告符合中央要求、契合龙江实
际、体现人民期待。严明换届纪律，坚持教

育在先、警示在先、预防在先，认真贯彻落
实党中央关于严肃纪律的各项规定特别是

“十严禁”要求，对可能出现的违规违纪问
题进行全面分析排查，加大监督、查处和问
责力度，确保换届风清气正。

会议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
导，确保省第十三次党代会胜利召开。做
好党代会筹备工作，特别是代表选举工
作，是对全省各级党组织的重要考验，必
须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各项部署要求，层
层负责、层层把关，把党的领导贯穿党代
会筹备全过程。各级党委（党组）要负起
主体责任，主要领导要亲自抓，市（地）委
和纪检监察、组织、宣传等职能部门要各
司其职、密切配合，共同做好各项筹备工
作。加强宣传引导，营造良好的舆论氛
围，做深做细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引导党
员和代表正确对待进退留转，保证选举健
康有序进行。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坚持民

主集中制，充分保障党员的知情权、参与
权、选择权、监督权。统筹抓好疫情防控
和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为省第十三次
党代会顺利召开创造良好条件。

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黑龙江省纪律
检查委员会关于于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
的审查报告，确认省委常委会之前作出的
给予于飞开除党籍的处分。

全会号召，全省上下要更加紧密地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动员
组织广大党员和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埋头苦干、勇毅前行、扎实工作，高质
量筹备召开省第十三次党代会，以优异成
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全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闭幕。
不是省委委员和候补委员的现职省

级领导同志、省纪委常委、不是省委委员
和候补委员的市（地）党政正职列席会议。

精心筹备召开省第十三次党代会 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

省委十二届十次全会在哈尔滨召开
省委常委会主持会议 许勤代表省委常委会讲话

全会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黑龙江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
黑龙江省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11月25日，中国共产党黑龙江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在哈尔滨举行。这是全体会议会场。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郭俊峰 邵国良摄

11月25日，中国共产党黑龙江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在哈尔滨举行。省委书记许勤讲话。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郭俊峰 邵国良摄

本报讯（邢赫巍 黑龙江
日报全媒体记者孙海颖 米娜
彭溢 宋晨曦 狄婕 周静）连日
来，我省广大党员干部继续深
入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精神，大家表示，要立足本职、
实干担当、勇毅前行，完成新时
代赋予的使命任务，为现代化
新龙江建设贡献力量。

省委政法委机关党员干
部表示，要把学习贯彻六中全
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重要政治任务，在全省政
法系统学在前做在前，切实把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
上来，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和第
二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深化
拓展，振奋精神、开拓奋进，推
动新时代政法工作高质量发
展。

深入学习党的十九届六
中全会精神后，省公安厅广大

党员民警更加深刻地感受到
了来自于国家的荣誉感和自
豪感。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
国人民众志成城战疫情、斗洪
水、化危机，一次次通过大战
大考，取得了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决定性成就，让世界为之
瞩目。

历史川流不息，时代考卷
常新。广大党员民警纷纷表
示，作为新时代的人民公安，
要全面锤炼政治引领、改革
创新、基层基础、科技支撑、
执法监督、从严治警“六大能
力”，立足本职、服务大局，
迎难而上、实干担当，坚决捍
卫政治安全、维护社会稳定、
保障人民安宁，做最拼的赶
路人、最实的奋斗者，忠实履
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
命任务。

（下转第四版）

立足本职勇毅前行
加油干奋进新征程

我省党员干部继续深入学习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全会精神在龙江

□新华社记者 李学勇 王逸涛
解放军报记者 费士廷 钱宗阳

2021年 7月 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隆重举
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话语铿锵：全面推进政治建军、
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
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

百年大党恰风华正茂，新的征程全面
开启；人民军队正昂首阔步，人才强军号角

催征。
2013年11月，习主席在视察国防科技

大学时，提出要实施人才强军战略。
2014年10月，在古田这个新型人民军

队定型的地方，习主席亲自领导召开全军
政治工作会议，军队好干部标准、“四有”新
时代革命军人好样子自此立起。

2015年11月，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大
幕拉开，习主席在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
上作出战略决策，着眼于开发管理用好军
事人力资源，推动人才发展体制改革和政

策创新，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生动局
面。

党的十九大对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
代化作出新的战略筹划和全面布局，习主
席提出要全面推进军事理论现代化、军队
组织形态现代化、军事人员现代化、武器装
备现代化。

“现代战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十
四五”规划开局之际，习主席号令全军加快
实施人才强军战略，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新
型军事人才方阵。 （下转第三版）

强军之道 要在得人
全军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推进人才工作创新发展综述

哈尔滨地铁3号线
东南环今起开通
明年3月底前9折优惠

声光互动项目 网红冰滑梯 冰雪电音节

来 冰 雪 大 世 界
体验最动人科技感

第二届黑龙江省妇女创业创新大赛

12个双创项目
今 日 总 决 赛

本报25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曹忠义 李国玉）11月 25日下午，省委书记、
省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组长许勤主持召
开省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第五次全体会
议，听取全省“办实事”回头看和部分市（地）、
省直单位党史学习教育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
步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
六中全会精神，坚持慎终如始、善作善成，持续
深入“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高标
准高质量完成好党史学习教育各项任务。

省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副组长胡昌
升、陈海波、贾玉梅、沈莹、徐建国在主会场参
会，王兆力、孙喆在哈尔滨市分会场参会。

在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和与会同志发言

后，许勤指出，近段时间，全省党史学习教育
突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
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迅速掀起学习
宣传贯彻全会精神热潮，扎实开展“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切实解决一批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认真落实“开新局”重点任务，各项工
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许勤强调，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召开
为节点，党史学习教育进入新阶段。下一步，
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作为党史学习教育的核心内容，同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同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历史的一系列重
要论述结合起来，深化拓展理论学习，精心组

织宣讲阐释，切实强化宣传引导，不断加深对
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认识和
理解。要认真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回头看”，对年初列入清单、台账的项目逐
项检查、加快推进，确保上账的民生实事项目
年底前全部完成，真正兑现向人民群众的承
诺，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党史学习教育带
来的新变化。要把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
推动振兴发展的强大动力，以只争朝夕、拼搏
竞进的状态，抓好经济运行、招商引资、为企
服务、冬季疫情防控、安全生产、民生保障等
工作，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谋划好明年工作
思路，统筹安排好岁末年初各项工作，确保

“十四五”今年开好局、明年展现新气象。要

学深学透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
神，进一步提高站位，置身于党中央重大决策
部署和国家重大战略中谋划龙江发展，深化
对重大战略问题的专题研究。要进一步加强
对党史学习教育的组织领导和指导督导，各
级党委（党组）要履行主体责任，主要负责同
志要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领导小组成员单
位要履职尽责，省委巡回指导组要真督实导，
宣传部门要加大宣传力度，确保党史学习教
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省委党史学
习教育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北
大荒农垦集团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议。
各市（地）设分会场。

许勤在省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第五次全体会议上强调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好党史学习教育任务

胡昌升陈海波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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