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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王琦 孙少龙 高蕾

2021年岁末，北京中南海。
中央政治局党史学习教育专题民主

生活会上，一份重要报告——《关于 2021
年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情况的
报告》摆在与会同志案头。

“我们深化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顽瘴痼疾，建立基层减负常态化机制，激
发基层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经
过坚持不懈努力，党风政风焕然一新，社
风民风持续向好。”

务实中肯的评价，充分体现出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驰而不息抓作风，
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丰硕成果。

一年来，党中央一系列部署举措为基
层干部减负、为治理能力增效，成果不断
惠及人民群众。绵绵用力、久久为功，集

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积极成效不
断彰显，汇聚起全党上下奋进新征程、建
功新时代的强大伟力。

身先示范、一以贯之——习近
平总书记对基层减负工作高度重视

2021年 12月，北京京西宾馆，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召开。

在这次重要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从
改厕这样一件关系千家万户的民生实事
谈到形式主义之弊——

“全国气候生态环境千差万别，经济
生活水平也是千差万别，怎么能用一种改
厕方法？一些地方浮皮潦草、浮光掠影，
造成大量厕所存在严重问题，所以我多次
作出批示。”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振聋发
聩。

其中，有两份批示时隔不久。一份严

肃告诫：“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扶贫和乡
村振兴的最大危害，切勿死灰复燃。”另一
份谆谆嘱咐：“求好不求快，坚决反对劳民
伤财、搞形式摆样子。”

人们清晰记得，在2021年2月25日召
开的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习近
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坚决反对大而化之、
撒胡椒面，坚决反对搞不符合实际的‘面
子工程’，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把一切工作都落实到为贫困群众解决实
际问题上。”

从年初到年终，从部署到批示，整治
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
记挂在心。

2021年，在党和国家历史上是不平凡
的一年。

大事喜事不断——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一百周年，召开党的十九届六中全

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打赢脱贫攻坚战，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
军新征程……

风险挑战严峻——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交织
影响，国内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
任务极为繁重艰巨……

越是任务艰巨，越是挑战频出，就越
需要以过硬的作风保驾护航，就越需要以
钉钉子精神持续整治形式主义，维护党中
央权威，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基层落地
生根。

政治上的坚定，来源于理论上的清
醒。

这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中央重
要会议上，对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为
基层减负作出重要论述。 （下转第四版）

减负增效强基层 轻装奋进新时代
2021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纪实

本报13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
者郭铭华）13日，省政协召开十二届八十
九次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党史学习教育专题民
主生活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
记对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和党史学
习教育总结会议精神，听取省政协2021年
意识形态工作情况汇报、省政协各专门委
员会分党组2021年工作报告。

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黄建盛主持会
议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党组成员郝会

龙、宫晶堃、刘睦终、韩立华、曲敏，秘书
长、党组成员夏立华出席会议。省政协副
主席赵雨森、张显友、马立群、庞达、迟子
建列席会议。

会议强调，省政协各级党组织和广
大党员干部要切实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
署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到省政协履职全过
程，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
引领，拥护“两个确立”，践行“两个维
护”，用党的百年奋斗成就和宝贵经验坚
定信念、明确方向，积极引导参加政协的

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增强对中
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筑牢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更
好地发挥人民政协“重要阵地、重要平
台、重要渠道”作用。要不断巩固拓展党
史学习教育成果，建立常态长效制度机
制，持之以恒修好党史学习教育“终身
课”，切实把党史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履
职尽责的强大动力，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

会议要求，省政协党组要落实好意识

形态工作的主体责任，进一步提高思想站
位和政治站位，强化对网络阵地的建设和
管理，加强两支队伍建设，始终保持清醒
政治头脑，明确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
律。各专委会分党组要充分发挥好把方
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重要作用，始终把政
治建设摆在首要位置，把党的领导落实到
工作的全过程，进一步搭建平台、畅通渠
道、创新方法、健全制度，在坚持建言资政
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中干出新成效、展现
新作为。

省政协召开十二届八十九次党组（扩大）会议
黄建盛主持并讲话

本报讯（宋家兴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彭溢 姚建平）近日，科
技部对我省 2021年通过认定备案
的高新技术企业进行公示，齐齐哈
尔市共有 65 户企业通过高企认
定，其中规模以上企业 22 户，占
33.85%，净增高企 45户，创历史新
高。目前，该市高企总数达到 140
户，高企数量同比增长47.37%。

为积极做好高新技术企业培
育服务工作，加快培育壮大高新技
术企业规模，齐齐哈尔市科技局制
发《2021 年齐齐哈尔市高新技术
企业培育工作方案》，根据企业所
属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
和不同行业技术创新特点，对照高
企认定办法，分阶段多渠道让企业
抢先进入“备战”状态，做好精准培
育和认定工作。

齐齐哈尔市科技局以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形式，与县（市）区科技

部门联动，加大对县（市）区工作的
指导和服务，推进市县区联动。帮
助企业建立规范合理的管理制度
和财务制度，从申报条件找差距，
对薄弱环节下功夫，鼓励企业提升
自主研发能力，增强企业的综合竞
争力。针对高企认定中遇到的个
性问题补足短板，对症下药，确保
企业顺利通过高企认定。

齐齐哈尔市科技局还联合市
财政局、市税务局，推进研发费用
加计扣除、高企所得税优惠和高
企认定奖励等政策落实，共为 73
户企业兑现落实省市高企培育奖
补资金 1482.06万元；为 95户高新
技术企业落实研发加计扣除金额
合计 6.6 亿元，减免企业所得税
1.65 亿元，充分调动了企业开展
研发活动的积极性，激励企业加
大研发投入，不断增强企业发展
内生动力。

2021年净增45户

齐齐哈尔高新技术
企业数量创新高

□滕嘉娣 邢丹

2021年12月1日7时许，一架飞机缓
缓降落在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在中央
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办公室统
筹协调下，经公安部和我省监察机关、公
安机关与塞尔维亚执法机关密切合作，“红
通人员”、外逃涉腐洗钱犯罪嫌疑人范继萍
从塞尔维亚被引渡回国。这是我省国际追
逃追赃和打击涉腐洗钱的又一重要战果。

按照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精神
和中央追逃办工作部署，我省一体推进追

逃防逃追赃工作，将2021年作为“追逃追
赃攻坚年”。在省委反腐败协调小组的领
导下，省追逃办和各成员单位密切配合、
通力协作，实行“一案一策”精准追逃，以
钉钉子精神扎实开展个案攻坚，不断刷新
追逃追赃工作成绩单，彰显了“有逃必追、
一追到底”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

高位推动——
“制度优势迅速转化为工作效能”

去年1月21日，涉嫌职务犯罪、潜逃
16年的原省农垦总局党委书记吴杰凯被

成功抓获归案，成为我省追逃追赃工作
延续高压态势的有力注脚。这是监察体
制改革以来，我省追回的级别最高的职
务犯罪嫌疑人，也是 2021年全国首名归
案的正厅级干部。

如今已年过六旬的吴杰凯，于 2004
年9月畏罪潜逃，从此“人间蒸发”。尽管
该案时间跨度久、基础信息不完善，但调
查工作从未中断，案件逐渐突破的过程，
也是追逃追赃战斗力不断提升的过程。

2020年 10月，省纪委监委在追逃追
赃防逃精准化、专业化、一体化等方面积

极探索，调整和加强了省纪委监委机关
追逃追赃部门力量，将追逃追赃职责从
案件监督管理室剥离出来，由审查调查
部门承担。同年 12月，省纪委监委整合
优化资源，指定第十四审查调查室专门
承担省追逃办的日常工作，正式加挂“追
逃追赃室”牌子，对全省追逃追赃和防逃
工作进行统筹。省追逃办成员单位也由
9家增加到 13家，建立起信息共享、协作
联动、结果反馈机制，有效增强了追逃追
赃工作合力，制度优势迅速转化为工作
效能。 （下转第四版）

我省一体推进追逃防逃追赃工作

织密追逃天网 筑牢防逃堤坝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
者董盈）记者从黑龙江交易集团获
悉，2021年，交易集团经济指标再
创 新 高 ，经 营 总 额 同 比 增 长
68.39%，交易额同比增长 51.06%，
采购额同比增长 136.01%，上缴税
费同比增长60%，营业收入同比增
长 19.69%，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49%，成本费用占收比同比下降
22.41%，全员劳动生产率同比增长
29%，圆满完成年初既定目标，夺
取“十四五”开局新胜利。

2021年，交易集团发展格局实
现新突破，创新提出并获批组建黑
龙江自然和生态资源（碳排放权）
交易中心、黑龙江国资国企改革发
展研究院；重组整合了黑龙江省招
标有限公司，推动搭建黑龙江国企
资金融通平台，丰富了交易、采购、

融资、咨询“四位一体”的新发展格
局。业务增量工程、管理提升工
程、改革赋能工程、员工提素工程、
党建领航工程等各项工作取得新
成效。

据悉，2022年，交易集团将深
度挖掘国有资产交易、区域股权交
易、农村产权交易、采购市场潜力；
创新业务品类增长点，启动自然和
生态资源交易，推进改革研究业
务，探索碳排放权交易，搭建国企
资金融通平台，拓展股权市场服
务，丰富采购服务功能；各部门之
间、各部门与各业务板块之间形成
信息互享、业务互联、专业互补的
协调运转机制，深度融入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全局，推进与先进交易机
构合作，更大范围促进资源要素高
效配置和快速流动。

交易集团

“十四五”开局
七项数据成绩喜人

本报 13 日讯（徐宝德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狄
婕）13日，省安委办召开全省
安全生产紧急视频会议，通
报七台河市“1·12”锅炉爆炸
和大兴安岭地区“12·15”煤
尘爆炸事故情况，深刻吸取
事故教训，部署以供热、锅炉
等行业企业为重点的安全生
产大检查，严厉打击非法违
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

会议指出，1月 12日 15
时30分，七台河市新兴区七
台河矿业精煤（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机电总厂院内，黑
龙江泰煜新能源有限责任
公司轻烃供热站锅炉发生
爆炸，4层楼体部分坍塌，造
成 2人受伤，1人死亡；2021
年 12 月 15 日 10 时，大兴安
岭地区加格达奇区慧城热
电有限公司泰山热电厂燃
料车间，因操作工违规操作
引发煤尘爆炸，造成 4人重
伤、4 人轻伤。省安委办已
对两起事故实施挂牌督办，
跟踪事故查处情况。各地、
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按照

“一厂出事故、万厂受教育，
一地有隐患、全国受警示”的

重要要求，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立即排查供
热、锅炉等行业企业存在的问题隐患，采取有力措施，
严密防范和坚决遏制各类事故。要强化风险意识、底
线思维，进一步完善风险会商研判机制，动态掌握供
热、锅炉等重点行业企业生产经营状况，综合分析各类
风险隐患，切实提高风险研判的精准性和应对措施的
针对性。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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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
者吴玉玺）12日，我省向中央第一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上报交办的
第三十一批案件办理情况。督察
组交办的 56件举报案件中，办结
35件、阶段性办结21件。其中，属
实11件，基本属实17件，部分属实
13件，不属实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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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家、立案侦查 1 件、约谈 1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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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前三十一批 2259 件举报案件
中，已办结 1407 件、阶段性办结
843 件、未办结 9 件。其中，属实
400件、基本属实854件、部分属实
567件、不属实 429件。责令整改
526家、立案处罚161家、罚款金额
2303.94 万元、立案侦查 36 件、行
政拘留 3 人、刑事拘留 3 人、约谈
26人，纪检监察机关调查处置 164
件、追责问责485人。

第三十一批群众信访
举报案件已办结35件

冰城青少年冰城青少年
冬之乐冬之乐

新华社北京1月13日电（记者于佳
欣 王雨萧）2021 年我国吸收外资“成绩
单”13日出炉。商务部当日发布的数据显
示，2021 年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11493.6亿元，同比增长 14.9%，引资规模
再创历史新高。

不仅总量高，而且成色足。据商务部
数据，我国高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引资增长
较快。2021年，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
同比增长 17.1%，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
10.7%，高技术服务业增长19.2%。服务业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9064.9亿元，同比增长
16.7%。

从来源地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
东盟投资增长较快，实际投资同比分别增
长29.4%和29%，高于全国引资增速。

此外，东中西部引资全面增长，同比
分别增长14.6%、20.5%和14.2%。

未来如何继续稳住外贸外资基本
盘？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珏婷表示，
2022年商务部将从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
外开放、进一步推动开放平台建设、进一
步加强外资企业和项目服务保障、进一
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等方面入手，推动
稳总量、优结构、提质量，更加积极有效
利用外资。

据介绍，商务部将落实好 2021 年版
全国和自贸试验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督促加快配套法规文件“立改废”，保障

“非禁即入”。修订扩大《鼓励外商投资
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
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绿色
低碳、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和中西部地
区。商务部还将全面清理与外商投资法
及其实施条例不符的规定，落实外资企业
公平待遇。

“我们将继续致力于打造市场化、法
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使中国长期成为
外商投资的热土。”束珏婷说。

2021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1493.6亿元
同比增长14.9%

近日，在哈尔滨市道里区友谊西路群力音乐公园，远远的就能看到一个头戴大红帽、围着红围巾、胸口有两
个大大红心、嘴角上扬的巨型雪人。

据了解，雪人高达18.5米，宽13米，厚度约9米，用雪量2000余立方米，目前是哈尔滨城区今冬最大单体雪
塑之一，每天都有约3000人前来拍照打卡。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史天一 张澍摄

网红网红大雪人成大雪人成
每天每天30003000人打卡人打卡

迎冬奥迎冬奥 享冰雪享冰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