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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20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米
娜）20日，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安顺在省委
政法工作会议上强调，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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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法治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
次全会精神，按照省委要求，着眼于“全面工作
创一流、重点工作争先进”，奋力推动政法工作
高质量发展，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黑龙江、
法治黑龙江，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龙江提
供有力法治保障，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法工作
重要指示、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和省委常委会会
议精神，总结2021年工作，分析面临的形势，研
究部署2022年政法工作。

会议强调，要以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创
造安全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为主线，着力抓好
六项工作。要深刻认识“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
义，毫不动摇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

要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坚决维护国家政治安
全。要深入推进平安黑龙江建设，加快推进市
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常态化推进扫黑
除恶斗争，保障公共安全，确保社会大局持续稳
定。要不断完善法治化营商环境，以高质量法
治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全面深化政法
改革，进一步提升执法司法质效和公信力。要
巩固深化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成果，在加强政治
建警、提升素质能力、深化党风廉政建设、提振
正气士气上持续发力，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政
法铁军。

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李毅主持会议，石
时态、高继明、高杏富出席会议。

又讯 会前召开省委政法委员会2022年第
1次全体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政法
工作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
委六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省委常委会会
议精神，听取省委政法委委员年度述职，审议省
委政法工作会议文件。

张安顺在省委政法工作会议上强调

踔厉奋发 忠诚担当
加力推进政法工作高质量发展

本报20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马智
博）20日上午，哈尔滨市党史学习教育总结会
议召开。省委常委、哈尔滨市委书记、哈尔滨市
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组长王兆力在会上强
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学
习教育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在省部级主要
领导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按
照中央、省委党史学习教育总结会议的部署要
求，全面总结哈市党史学习教育取得的成效和
经验，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果，激励全市广
大党员干部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满怀信心奋进
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

王兆力指出，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在中央第二巡回指导组、省委第一巡回指导

组精心指导下，哈尔滨市委坚持把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作为重大政治任务，精心制定方案，
认真组织实施，扎实有序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有声有色、深入人心，取
得明显成效。

王兆力强调，要持续巩固拓展党史学习
教育成果。持续加强政治建设，提高政治能
力。不断强化理论武装，切实把学习成果转
化为推动改革发展、增进人民福祉的生动实
践。始终站稳人民立场，系统总结“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常态长效为群众办实事、
解难题。大力发扬斗争精神，加快完善“4+4”
现代产业新体系，突出抓好工业强市，统筹发
展和安全，精准科学抓紧抓实常态化疫情防
控。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把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王兆力在哈市党史学习教育总结会议上强调

持续巩固拓展教育成果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本报20日讯（刘思男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孙海
颖）20日，全省2022年度征兵和民兵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在
哈尔滨召开。会议总结去年全省征兵和民兵工作，对今年
工作进行部署。省军区政委赵忠、副省长孙东生出席会议
并讲话，省军区副司令员杨杰以及省征兵和民兵工作领导
小组成员单位相关人员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全省各级党委、政府、兵役机关和高校对
“两兵”工作紧抓不放，形成了上下同心、齐抓共管的强
劲态势。2021年，高标准完成“一年两征”改革和民兵调
整改革，建立“互联网+”全链条宣传矩阵，推开民兵交叉
检查模式，征编质量稳步提升。

会议强调，要站上政治高位，深刻领会新时代“两
兵”工作战略意义；征兵工作要重点在精准上下功夫，
努力打造“龙江品牌”；民兵工作要持续在优化上下功
夫，着力推出“龙江经验”；要严明纪律规矩，坚决固守

“两兵”工作红线底线。
2022年应征报名已经开始，有意愿者可登录全国征

兵网了解相关政策。

全省2022年征兵和民兵
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本报20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闫紫

谦）20日下午，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第99次
（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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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讲话精神，栗战
书委员长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
次会议上的讲话精神，省级人大常委会负责同
志情况通报会精神等，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胡亚枫
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成员、副主任宋希斌、
李显刚、孙珅、范宏，党组成员、秘书长宋宏伟
出席会议。副主任谷振春列席会议。

会议强调，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
论述，切实增强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
到“两个维护”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
觉；要毫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这一最高
政治原则，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正确
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关于重视战
略策略问题的重要论述，自觉把人大立法、监

督等各项工作同党中央决策部署对标对表，
提高履职尽责的政治性和有效性；要深刻领
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永葆党的马克思主义政
党本色、关于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的
重要论述，坚持自我革命，不断巩固拓展党史
学习教育成果，进一步提升党的建设质量和
水平。

会议强调，要深入扎实贯彻落实中央和
省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高质量高标准完成
当前重点工作，谋深谋实谋细今年各项工作
任务。要积极主动做好与全国人大工作任务
对接，精准把握工作进展和节奏，保证全国人
大常委会工作部署要求在省人大常委会实际
工作中得到全面贯彻、有效落实。

会议还传达学习了近期省委常委会第
206、207、208、209次会议精神等，研究贯彻落
实意见。

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工
作机构、办事机构、机关党委有关负责同志列
席会议。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第九十九次（扩大）会议

齐齐哈尔市补选王业成、沈宏宇、赵德鹏，牡丹江市补选张鸿
雁，佳木斯市补选王文铸、何大海、宫秀丽，大庆市补选张继祥、陈
宏伟，鸡西市补选王朗、张行斌、战明秀、徐长勇，双鸭山市补选宫
镇江，伊春市补选王纪滨、字伟，七台河市补选于波、王清源、韦红
兵、张屾、鲁宝全，鹤岗市补选孙坤，绥化市补选李强、李翠霞，解放
军补选王冰、江元涛、陈军平、班宇、康建国、韩杰、詹宝增为黑龙江
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黑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并同意黑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审查报告，确认王业成、沈
宏宇、赵德鹏、张鸿雁、王文铸、何大海、宫秀丽、张继祥、陈宏伟、王
朗、张行斌、战明秀、徐长勇、宫镇江、王纪滨、字伟、于波、王清源、
韦红兵、张屾、鲁宝全、孙坤、李强、李翠霞、王冰、江元涛、陈军平、
班宇、康建国、韩杰、詹宝增的代表资格有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终止黑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资格29名。其中，调离本行政区域7名：张庆伟（齐齐哈尔市
选举），周彦军（伊春市选举），王骞、刘成坤、刘佐良、吴惠明、董春
（解放军选举）。因工作岗位变动，本人提出辞去代表职务请求并
已被选举单位接受18名：姜在成、郭长义（齐齐哈尔市选举），侯信
波、黄士伟（牡丹江市选举），刘臣（佳木斯市选举），任贵生、张希
发、崔永洪（大庆市选举），关集双、赵广东（鸡西市选举），张继成
（七台河市选举），李思勇、张新山（鹤岗市选举），王玉升、张崇义
（黑河市选举），孙恒义、吴永久、张凤武（绥化市选举）。因退休，本
人申请辞去代表职务 3名：王迅（佳木斯市选举）、王晶（七台河市
选举）、傅永国（解放军选举）。因涉嫌严重违法已被立案调查，罢
免代表职务1名：丁非（哈尔滨市选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
表大会选举法》的有关规定，郭长义的代表资格终止后，其省十三
届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相应终止。王迅的代表资格终止后，其省
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委员、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相应终
止。吴永久的代表资格终止后，其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
相应终止。

截至目前，黑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558名。
特此公告。

黑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2年1月20日

黑龙江省第十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任命：
王朗为黑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王文铸为黑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徐英、张晓晨为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大兴安岭地区工作委

员会副主任。
免去：
赵万山的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职务；
鲍海军、刘海森的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大兴安岭地区工作

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任免名单
（2022年1月20日黑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决定任命：
王玉升为黑龙江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主任。
决定免去：
王永康的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职务；
刘明的黑龙江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主任职务。

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任免名单
（2022年1月20日黑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任命：
张继成为黑龙江省监察委员会委员。
免去：
石岩梅的黑龙江省监察委员会委员职务；
李强的大兴安岭地区监察委员会委员职务。

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任免名单
（2022年1月20日黑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本报20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王
彦）20日，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李海涛看望慰
问森防、消防指战员，送上节日祝福，送去省委
省政府的关怀和温暖。

在省森防总队，李海涛参观了健身房，询问
指战员工作生活情况，了解指挥中心运行情
况。李海涛指出，过去一年，全省森防队伍认真
履职，英勇战斗，出色完成了森林防火任务，承
担了大量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为保护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做出重要贡献。2022年森防指
战员要再接再厉，强化使命担当，为迎接党的二
十大和省第十三次党代会胜利召开营造安全稳
定的社会环境。在省消防救援总队和哈尔滨市

消防救援支队香坊区大队，李海涛与指战员亲
切交谈。他说，2021年全省消防救援队伍深入
践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训词精神，敢于担当、不
辱使命，防范化解消防安全隐患，有效应对处置
火灾、洪涝、雨雪冰冻等自然灾害和新冠肺炎疫
情，忠实履行应急救援“主力军”和“国家队”职
责，为龙江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李海涛强调，春节期间火灾易发多发，消防
救援责任重大、使命神圣。各级指战员要坚守
岗位、忠诚履职，做到闻警即动，第一时间赶赴
现场，组织有效救援，坚决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
的职责，最大限度保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李海涛走访慰问森防消防指战员时强调

坚守岗位 忠诚履职
营造安全稳定的节日环境

本报20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
体记者闫紫谦）刚刚结束的省十三
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黑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六次会议议程（草案）》
等。20日，省人大常委会举行新闻
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

据悉，黑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将于 2022年 1
月 23 日在哈尔滨召开，会期 4 天。
大会会场设在哈尔滨国际会议中心
环球剧场；代表团会议会场分别设
在华旗饭店、友谊宫、全总（哈尔滨）
劳模技能交流基地三个驻地宾馆会
议室。

本次会议共有九项建议议程，

分别为：审议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工
作报告；审查黑龙江省 2021年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
案的报告；审查黑龙江省 2021年预
算执行情况和 2022年预算草案的报
告；审议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审议黑龙江省

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审议黑龙
江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选举黑
龙江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部分副主
任和委员；决定黑龙江省第十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民族侨务外事委员会
主任委员；表决有关辞职的决定（草
案）。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抓紧
收尾和验收。

省人大常委会举行新闻发布会
介绍省十三届人大六次会议建议议程

（上接第一版）副省长杨博，省监
察委员会、省法院、省检察院有关负
责同志列席会议。

会议表决通过了《黑龙江省第十
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议程
（草案）》。通过的议程草案，提请省
十三届人大六次会议预备会议表决。

会议表决通过了《黑龙江省第十
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主席
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通过的名
单草案，提请省十三届人大六次会议
预备会议选举。

会议表决通过了《黑龙江省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审议
稿）》。通过的报告审议稿，提请省十
三届人大六次会议审议。

会议表决通过了《黑龙江省人大
常委会 2022 年度工作要点（审议

稿）》。通过的工作要点审议稿，印发
省十三届人大六次会议。

会议表决通过了《黑龙江省第十
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
受张庆伟请求辞去黑龙江省第十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职务的
决定》《黑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
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

会议表决通过了《黑龙江省第十
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罢免个别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职务的决议》。通过后的决议
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公告。

会议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名单。
会议举行宪法宣誓仪式，部分新

任命人员向宪法宣誓。
在顺利完成了各项议程后，会议

指出，2021 年省人大常委会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坚持把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忠诚拥护“两个
确立”、始终树牢“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决
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的决策部署，紧
扣龙江振兴发展大局，积极回应人民
群众重大关切，依法履职尽责、主动
担当作为，不断发展和完善全过程人
民民主，在立法、监督、重大事项决
定、人事任免、代表工作和自身建设
等方面都取得了新进展新成效，人大
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不
断提高，为加力推进龙江全面振兴全
方位振兴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
即将召开的省十三届人大六次会议，
是在我省“十四五”实现良好开局、向

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龙江
迈进的新征程上，召开的一次重要会
议，是全省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
事。常委会组成人员要聚焦大会主
题认真审议，以身作则带动代表集思
广益、凝聚共识，把各项议案、报告审
议好、完善好；要带头做好人事选举
工作，依法履行职权；要积极践行全
过程人民民主，真正把群众的愿望、
呼声和要求反映出来；要率先垂范严
守会风会纪，确保会议平安顺利圆
满，努力将大会开成一次风清气正、
凝心聚力、团结鼓劲的大会，以优异
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和省第十三次
党代会的胜利召开。

不是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的省人
大各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程列
席会议。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闭会

本报20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徐佳
倩）20日，“牵手友城·相约冬奥”——黑龙江省
与国际友城交流活动在哈尔滨举行。省政府外
事办公室、省文旅厅、省体育局主要负责同志，
俄罗斯驻哈尔滨总领事，日本、韩国友城和外国
社会组织等机构驻我省代表出席线下活动，来
自25个国家的国际友城代表和民间友好组织、
友好人士等 200余位中外嘉宾出席线上活动，
借北京冬奥会召开契机，共话传统友谊，共谋合
作发展，进一步坚定团结合作、共克时艰、共迎
未来的勇气和决心。

活动发出倡议，希望借冬奥之桥，增进友谊

互信，全面推动黑龙江省与国际友城、友好交往
地区、友好组织和机构、各界友好人士之间全方
位、立体化的沟通联络；深化务实合作，持续加强
经贸、农业、工业等传统领域合作，大力探索开展
数字经济、科技创新、绿色低碳等领域合作；扩大
人文交流，不断强化体育、教育、文化、旅游、卫
生、媒体、妇女、青少年等领域沟通交流。

截至目前，我省累计与30多个国家建立了
95对友城关系。

本次活动由省政府外事办公室主办，省文
旅厅、省体育局协办，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承
办。

“牵手友城·相约冬奥”

我省与国际友城交流活动举行

本报20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狄
婕）20 日 7 时 33 分，升级换代成更为舒适、环
保的空调车体 6223 次列车从牡丹江站发出，
驶向东方红站——这是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
团有限公司今年春运以来首趟升级的空调旅
客列车。自 1月 20日至 1月 31日，除个别停运
和运行里程较短车次外，哈尔滨局集团公司管
内运行的非空调普速列车将全部升级为空调
列车。

为改善旅客乘车体验，哈尔滨局集团公司
组织客运、车辆等部门精心制定非空调普速列
车升级方案，2021年年底前已完成 18.5对非空
调普速列车 9组车体更换为空调车体工作，今

年1月底前，计划对管内牡丹江至东方红、哈尔
滨东至五常、海拉尔至塔尔气等方向运行的
11.5对非空调普速列车更换为空调车体，完成
最后一个阶段工作。

为确保空调车体更换顺利进行，哈尔滨局
集团公司加强空调车体整修工作，细化完善车
辆安排、人员组织、安全控制等各项工作方案，
明确新旧交替的时间点、车辆编组、车底担当等
重点环节，保障各工种、各环节衔接有序，确保
新编组的空调客车质量达标、安全可靠。铁路
工作人员将根据车内实际温度及旅客感受，适
时调控车内温度，保证列车客室保持在适宜温
度，杜绝出现车内温度过冷或过热现象。

本月底

哈铁普速列车将全部升级为空调列车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付宇）据哈尔滨海关统计，2021年，
我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1995亿元
人民币，比上年（下同）增长 29.6%，
比 2019年增长 6.9%，进出口增速高
于全国增速 8.2个百分点。其中，出
口 447.7 亿元，增长 24.4% ；进口
1547.3亿元，增长31.2%。

2021年 12月，我省外贸延续向

好态势，进出口增速持续上扬，货物
贸易进出口总值 187.8 亿元，增长
46.2%，进出口增速高于全国同期增
速29.5个百分点，居全国第4位。其
中，出口 44.3亿元，增长 25.3%；进口
143.5亿元，增长54.2%。

一般贸易进出口增长，比重提
升。2021 年，我省一般贸易进出口
1659.6亿元，增长37.5%，占我省外贸

总值的 83.2%，比上年提升 4.8 个百
分点。2021 年，我省前三位贸易伙
伴是俄罗斯、欧盟和巴西。此外，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1503亿
元，增长 31.7%；对 RCEP 贸易伙伴
进出口182.4亿元，增长30%。

国有企业进出口增速最快。
2021年，我省国有企业进出口1171.5
亿元，增长 45.6%，占我省外贸总值

的 58.7%，比上年提升 6.4 个百分
点。民营企业进出口 702.7亿元，增
长16.9%，占我省外贸总值的35.2%。

机电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农
产品出口均增长。2021 年，我省出
口机电产品 175.3亿元，增长 11.7%，
占全省出口总值的 39.2%。天然气、
原木、大豆进口量增加。全省进口天
然气104亿立方米，增加154.2%。

2021年全省进出口同比增长近三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