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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博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孙铭阳

近日，龙煤鸡西矿区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一
期工程举行并网发电启动仪式，这是龙煤集团全
力打好“五大攻坚战”的开创性实践，也是落实国
家“煤与新能源优化组合”发展要求的战略性举
措。

龙煤集团“十四五”发展战略规划明确提出
了将新能源产业打造成龙煤转型发展支撑产业，
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产业转型发展思路，并付
诸实施。期间，受省发改委委托，编制了《黑龙江
省东部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外送基地规划》，在四
煤城及所属县区规划了 15个百万千瓦新能源基
地建设方案。

2021年 3月 31日，肩负着从根本上保障龙江
能源安全重任的龙煤能源投资集团揭牌成立，注
册资本 30亿元，以资本产权为纽带，以全新业态
打造加快煤炭资源高效开发利用和新能源项目
融资开发建设平台，实现由传统能源企业向清洁
低碳、高效利用的综合能源企业转型。

作为龙煤能源投资集团首个新能源产业项
目——鸡西矿区分布式 10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
总占地面积 180万平方米，总投资 5.1亿元，预计
服务年限 25年，利润总额 3.6亿元。日前，一期
10兆瓦正式并网发电；预计年底前，实现 50兆瓦
并网发电。

龙煤能源投资集团瞄准光伏、风电、瓦斯发
电以及利用矿井水制氢等新能源领域，广泛开展
企业发展与合作推介，先后有 20余家国内外先
进能源企业伸出“橄榄枝”。近期，龙煤能源投资
集团将与中广核黑龙江公司、国能集团新能源公
司共同组建新能源项目公司，以我省东部可再生
能源基地建设为契机，共同推进四煤城分布式及

“源网荷储”“风光火储”一体化新能源项目开发
建设。

目前，鹤岗、七台河矿区已经完成风光微电
网项目和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
告编制工作，双鸭山矿区“源网荷储”和“风光火
储”一体化新能源项目的可行性论证及前期工作
已经启动，正按照“传统产业新型化+新兴产业
规模化”的发展方向全力推进。

四煤城协同发展的新能源产业项目，既破解
了困扰企业发展中的结构单一、资源枯竭等问
题，更能有效发挥矿区采煤沉陷区和滩涂沼泽的
土地资源、矿区配电网和电量消纳的优势，立足

“双碳”战略目标，逐步向上下游产业延伸，形成
新能源产业集群。

下一步，龙煤能源投资集团将加强与哈工
大、哈电集团和省电力设计院的合作，发展智慧
发电清洁能源装备制造。同时，充分挖掘矿区自
身优势，利用新能源电力和丰富的矿井水资源，
打造新能源发电—矿井水—制氢—氢能利用产
业链条，龙江能源产业转型升级成果将进一步得
以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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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黄玥 丁小溪 刘硕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任何时候都
不能松懈。要坚持自我革命，以钉钉子精
神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整治

‘四风’、落实为基层减负各项规定，完善
长效机制。”

2021年岁末，北京中南海，中共中央
政治局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

一如既往，会议再次聚焦作风建设，
审议了《关于2021年中央政治局贯彻执行
中央八项规定情况的报告》和《关于 2021
年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情况的
报告》。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
讲话，对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继续努力，
为全党带好头、作示范提出要求，对推进
作风建设不松劲、不停步、再出发作出指
示。

2021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里程
碑意义的一年。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

诞，“十四五”开局，“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历史交汇。

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担当历史使命，掌握历史主
动，持之以恒推进作风建设，坚持不懈推
进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贯彻落实，团结带领
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踏上实
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

以史为鉴，从百年党史传承优
良传统

百年奋斗，书写恢宏史诗；壮阔征程，
砥砺过硬作风。

“要深入开展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教
育，完善作风建设长效机制，把好传统带
进新征程，将好作风弘扬在新时代。”

2021年 1月，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
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为新阶段推进党的
作风建设定下基调、指明方向。

走过百年非凡历程，中国共产党始终

把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贯穿领导革命、建
设和改革的全过程，始终将其作为激励我
们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宝贵精神财富。

立足历史崭新起点，在全党集中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走
进历史深处，重温党的初心使命，引领全
党全社会传承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
作风。

——瞻仰红色革命旧址，重温党的优
良传统和作风。

2021年9月13日，正在陕西榆林考察
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杨家沟革命旧址。
70多年前，毛泽东同志在这里给共产党人
定下了“不做寿”的规矩：“就是全国解放
了，党内也不可搞祝寿活动。”

听闻讲解，习近平总书记对照党的七
届二中全会上给共产党人定下的“不做
寿”“不送礼”等六条规定，一条条盘点情
况：“现在看来，‘不做寿’可以做到；‘少敬
酒’，可以做到，咱们现在少饮酒了；‘不以
人名作地名’，这点也能做到。”

抚今追昔，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
要继承发扬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始终把
人民利益放在最高位置，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

——带头学习党史，引导全党坚持光
荣革命传统。

2021年“七一”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带
领中央政治局同志参观北大红楼、丰泽园
毛泽东同志故居，采取参观和讨论相结合
的形式，带头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国家强盛、民族复兴需要物质文明
的积累，更需要精神文明的升华”，习近平
总书记深刻指出，决不能丢掉革命加拼命
的精神，决不能丢掉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传统，决不能丢掉
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的勇气。

通过亲身示范和现场教学，习近平总
书记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始终坚持光荣革
命传统，以昂扬的精神状态做好党和国家
各项工作。 （下转第三版）

传承优良作风 奋进复兴征程
2021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作风建设纪实

□盛轩

星霜荏苒，征途浩瀚。时光的年轮，
记录着历史的记忆；

奋斗的画笔，挥洒出时代的华彩。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
百年奋斗目标，注定意义重大、影响非
凡。

这一年，全省宣传思想战线胸怀“两
个大局”、心系“国之大者”，坚决拥护“两
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中央
和省委坚强领导下，笃志明理扬风帆，风
雨无阻向前进，为时代放歌，倾情唱响百
年荣光主旋律；为龙江加油，倾心服务振
兴发展大棋局；为事业奋斗，倾力开辟守

正创新新境界，各项工作百尺竿头更进
一步，充分彰显了龙江文化软实力的“硬
核力量”，为建党百年大庆留下了浓墨重
彩的一笔。

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
——科学理论武装凝心铸魂

知之深、信之笃、行之实。有了科学
理论武装，才能有正确前行方向。

坚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
务，以“不厌百回读”的精神读原著、学原
文、悟原理，既注重从总体上吸收把握，
又分专题或领域深入领会，既学思想，又
学情怀，努力从人民领袖的大视野、大格

局、大境界、大智慧中感悟浸润灵魂的真
理力量、实践力量、人格力量，深刻理解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

“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到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的
重大意义和丰富内涵，做到知其事、究其
道、用其法。

坚持第一议题、第一时间，系统学习
到位

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
要跟进一步。

省委充分发扬“认真”精神、“到底”
精神，牵头打造理论武装的“动车组”“示
范班”。紧跟党的科学理论创新步伐，建
立健全“第一议题”“第一时间”学习机
制，把跟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

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及在《求是》杂志
刊发的重要文章作为省委常委会会议首
学内容固化下来，确保在思想上政治上
行动上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省委理论学习中心
组全年集体学习 11次，注重理论联系实
际、推动发展，深入开展数字经济、生物
经济等专题学习，引领全省党员干部带
着责任、带着担当，学出思想高度、实践
深度。

突出守正创新、互促共进，在全国率
先实施市（地）、县（市、区）委理论学习中
心组学习列席旁听制度，召开党委（党
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经验交流会、规
则业务培训会，推动理论学习更为广泛、
更为规范。 （下转第七版）

礼赞百年风华 逐梦奋进新程
2021年全省宣传思想工作综述

本报讯（谢文艳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
记者刘楠 赵吉会）近日，大庆石化日产乙
烯3929吨，三套乙烯装置大负荷运行增产
乙烯提质增效项目持续增效显著。2021
年，大庆石化实现营业收入 591.33亿元，
上市业务实现利润 42.92亿元，创历史最
好水平，“十四五”开局，上市业务利润排
名中石油炼化企业首位。

大庆石化深入实践“分子炼油”理念，
精准实施“减油增化”，推进提质增效。

2021年，大庆石化加工原油 808万吨、生
产乙烯136万吨、聚乙烯133万吨、顺丁橡
胶17万吨，均刷新历史纪录。主要生产装
置操作平稳率99.82%，29套装置创长周期
运行纪录。全年开展提质增效项目 679
项，完成增效金额 7.49亿元。其中，生产
优化增效4.08亿元，节能降耗增效0.97亿
元，成本费用下降 1.38 亿元，提档创效
1.06亿元。

大庆石化持续深化三项制度改革，维

修、仪表、电气、物资、车队、食堂专业化重
组、同质化整合有序推进，专业化水平进
一步增强，按量化考核的奖金比重达 30%
~40%，建立健全与全员劳动生产率相匹配
的收入增长机制。2021年，大庆石化完成
国企三项制度改革总任务的 91%，其中，
压缩三级单位69个，压缩定员1200余人，
涉及业务变化 7600余人、5850个岗位，占
比员工总数的 30%以上，实现了人员优化
和工器具综合利用，生产保障能力和工作

效率显著提升。
大庆石化坚持以高质量党建推动高

质量发展，以党史学习教育植根铸魂，扎
实开展“我为员工群众办实事”活动，推进
实施《公司“十四五”基层建设规划》形势
任务教育，凝聚发展共识，推进人才强企，
加强地企合作，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不断加强作风建设，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
的政治优势、保障功能、引领作用，形成推
进事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强大合力。

大庆石化上市业务盈利 亿元
位居中石油炼化企业首位

本报讯（姜宇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
者韩丽平）近日，由航空工业哈飞生产的
AC352直升机在湖北荆门漳河机场召开
取证试飞“决胜最后一公里”现场动员
会，随着AC352在漳河机场开启第一架
次试飞任务，也开启了航空工业哈飞的
2022年外场第一飞。

据了解，2021年 12月 31日，AC352
直升机从建三江机场出发，转场3000余
公里，于 2022年 1月 4日傍晚抵达漳河
机场，并在 1月 5至 7日完成复装、测试
设备恢复和地面锥体调整等工作。

目前，试飞项目团队正面临着取证
前的重要考验，为此哈飞要求项目团队
在后续试飞工作中做到 6个到位，即组
织到位、计划到位、技术保障到位、质量
安全到位、机场机务保障到位和后勤保
障到位，充分发挥联合取证临时党支部
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保证取证试飞决胜“最后一公里”。

据悉，此次在漳河机场，航空工业哈
飞项目团队计划完成60个科目的验证试
飞，向一季度型号取证这一目标发起最
后的冲刺。

哈飞开启哈飞开启20222022年外场年外场

试飞现场试飞现场。。 图片由哈飞提供图片由哈飞提供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黑龙江

本报讯（邢赫巍 黑龙江日报全
媒体记者彭溢）近日，国家知识产权
局办公室印发《关于确定第一批地理
标志运用促进重点联系指导名录的
通知》，全国有 160件地理标志被列
入运用促进重点联系指导名录，我省
五常大米、海伦大豆、方正大米 3件
地理标志成功入选。

国家知识产权局将在今后工作
中对列入名录的地理标志进一步加
强运用促进工作联系、业务指导和政
策扶持。

近年来，省知识产权局认真贯
彻落实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市场

监管总局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强
地理标志保护、助力乡村振兴、促进
黑龙江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新突
破的部署要求，围绕用好地理标志、
提升品牌价值、发展特色产业、造福
地方百姓的工作思路，积极开展地
理标志助力乡村振兴行动，取得积
极成效。下一步，省知识产权局将
进一步深化实施地理标志运用促进
工程，重点围绕提质强基、品牌建
设、产业强链、能力提升等四大行
动，以地理标志服务特色产业发展，
推动我省地理标志特色产业高质量
发展。

五常大米 海伦大豆 方正大米

我省3件地理标志入选全国名录

第一飞第一飞

4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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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
者吴玉玺）11日，我省向中央第一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上报交办的
第三十批案件办理情况。督察组
交办的 65件举报案件中，办结 47
件、阶段性办结18件。其中，属实
7件，基本属实 26件，部分属实 20
件，不属实12件。

各市（地）针对调查发现的违
法行为，采取了责令整改、立案处
罚、立案侦查等措施。其中，责令
整改3家、立案处罚1家、罚款金额
2.43万元，省纪委监委正在组织审
核各地问责情况的精准性，审核完
毕后一并上报。

截至目前，督察组向我省交办

的前三十批 2203件举报案件中，
已办结 1372 件、阶段性办结 822
件、未办结 9 件。其中，属实 389
件、基本属实837件、部分属实554
件、不属实 414件。责令整改 520
家、立案处罚 161 家、罚款金额
2303.94万元、立案侦查 35件、行
政拘留 3人、刑事拘留 3人、约谈
25人，纪检监察机关调查处置 164
件、追责问责485人。

第三十批群众信访
举报案件已办结47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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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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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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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成就使人振奋，百年经验给人启
迪。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全面总结党的
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审议通过
了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党
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
议》。这是一篇光辉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性
文献，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牢记初心使
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
宣言，是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
式上，习近平总书记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全局出发，深刻阐述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时代化、正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和中
心任务、重视战略策略问题、永葆党的马
克思主义政党本色、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
长效化等五个问题，强调要深入研读和领
会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更好把握和
运用党百年奋斗历史经验，弘扬伟大建党
精神，为实现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
不懈努力。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

屋建瓴、视野宏大、内涵丰富、思想深刻，
具有很强的政治性、理论性、指导性，对于
全党深刻认识“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继续把党史总结、
学习、教育、宣传引向深入，增加历史自
信、增进团结统一、增强斗争精神，动员全
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信心、勇毅前行，在
新时代新征程上赢得更加伟大的胜利和
荣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下转第三版）

人 民 日 报 评 论 员 文 章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专题研讨班上重要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