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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聚焦

两会看板

政策，是黑龙江省政府工作报
告的关键词，也是两会期间代表委
员讨论的热词。

黑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加强政策体系建设”这一方向性
的要求，并明确了一季度前相关政
策做到“应出尽出”的时间表——
仅仅四十多个工作日！其时间上
紧迫程度透出了政策体系建设的
重要性，也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政策发力适当靠前”的新提法具
有一致性。

这个“一季度前”的时间要求，
可谓快马加鞭、雷厉风行工作作风
的一种要求和体现。

政策叠加乘势而上的机遇期、
爬坡过坎转型升级的攻坚期、矛盾
累积风险交织的凸显期、激发潜力
振兴发展的关键期，“四期”是黑龙
江对发展所处环境、所处阶段的判
断。政策叠加乘势而上的机遇期，
加快政策体系建设、应出尽出，是
面对“政策叠加乘势而上的机遇
期”，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的体
现。完善具有龙江特色的政策体
系，才能用好政策，提高政策支持
的精准度和时效性，把政策的含金
量转化为发展新动能。

仔细研读黑龙江省政府工作

报告，从全力实施工业振兴计划
到主动上门对接招商，从乡村治
理推广“积分制”“清单制”到环保
督查的“四不两直”等等，大大小
小的政策取向体现了这样的理
念：宏观政策要稳健有效、微观政
策要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结
构政策要着力畅通国民经济循
环、科技政策要扎实落地、改革开
放政策要激活发展动力、区域政
策要增强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
社会政策要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所有这些，正是一个完整的政策
体系。可以想见，如果这些政策
既好又快地传导到基层、到企业、
到项目、到就业，将会释放出多么
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真正以政策叠加作为乘势而
上的础石，把政策优势转换为发展
胜势，需要在政策传导上，务实管
用；在政策对接上，用好用活。然
而，好政策千万条，不落实就等于
白条。因此，必须防止和警醒好的
政策沦落为“抽屉政策”。不能出
现这样的情景：前面只争朝夕地制
定了政策，到了执行层面，却因一
些人不研究政策、不会用政策，手
搓令箭、畏难发愁，最终眼睁睁看
着流水落花春去也！

政策出台要快马加鞭
□徐明辉

两会观察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李天池

提案背景：
按照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的

目标和任务，以及《全国乡村产业发
展规划（2020-2025 年）》等文件的
指导精神，加强数字乡村建设，赋能
我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

提案意义：
增强我省的农业创新和科技成

果转化，推进龙江农业农村现代化
发展对我省整体产业结构转型至关
重要。

提案建议：
1.提升农民数字素养水平，加

快新型职业农民培养。对农民购买
数字设备与数字服务，应采取支持
和鼓励政策，从而促进农民接入和
使用互联网从事创造性、生产性活
动；加强农业院校与产业间的无缝
衔接，定期为农业经理人、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带头人等对象提供技术培
训。

2.发展农村数字经济，推进农
村经济转型升级。加快补齐农村地
区信息基础设施短板，建立健全农
业数据采集系统，促进新一代信息
技术与种植业、种业、畜牧业、渔业、
农产品加工业全面深度融合应用；
发展农村电商提升农产品价值链水

平；健全乡村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完
善各类市场主体与农民农村的利益
联结机制，鼓励大型企业加大对公
益性技术和服务的支持力度，保障
农民合理分享数字化转型的红利。

3.完善农业科研生态系统，提
升科技成果转化率。加大科研资金
的投入，建设农业科技人才培养基
地，加强与农业科研院校合作，联合
开展技术研究应用和专业人才培
养，为人才提供适合的薪资待遇；着
力构建布局合理、专业高效的转移
平台体系，包括缩小成果产出信息
与市场需求信息的鸿沟、探索建立
专业化的面向行业与企业的农业科
技成果技术交易中介队伍等。

资料片

韩世灏委员

推动数字技术与
乡村产业融合

聚力优势产业集群 重振龙江工业雄风
代表委员热议工业振兴

两会声音

□文/摄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蒋平

“野生动物种群是维持生态
系统健康、稳定的基石，其所蕴含
的遗传信息是重要的国家战略资
源。在现代生物技术迅猛发展的
新时代，野生动物基因资源不仅
在维持生态安全中扮演着重要角
色，也为新型生物产业提供了基
础。基因资源的保护、保存与利
用，不仅关系到物种保护和拯救，
还关系到人类健康与发展，在我
省建设‘国家野生动物基因库’具
有重大战略意义。”省人大代表李
斌说。

李斌代表建议，“国家野生动
物基因库”的性质为国家战略资
源储备库，同时也是遗传资源信
息解码的科研平台和共享大数
据平台，具有公益性和服务性双
重特点。实行“边收集、边保存、
边解码、边应用”的分期建设模
式，采用“共建共享、集中管理”
的运行模式，主要负责基因样本
的收集、鉴别、编目、保存、解析、
数据汇交和归档管理，建成中国
野生动物及其联属生物的基因
大数据；开展重大生命科学基
础研究，在理论和技术的原创能
力达到全球前沿水平；开展基因
资源的开发应用研究，通过创新
技术支撑和促进龙江生物产业
的腾飞；开展基因科技和生物
多样性保护的普及教育，提升全
民生命共同体意识和科学的健
康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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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周静

我省是国家大粮仓，粮食产量在全国十二连
冠，也是国家生猪主产区之一，但生猪生产排名
却不是很高。作为国家生猪产业技术体系岗位
的科学家，省人大代表刘娣认为，我省生猪产业
在保障猪肉供给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完成了国家
稳产保供任务，但是按照我省资源禀赋和自然条
件，畜牧业产值不到农业产值40%的占比，仍然较
低，生猪产业有较大发展空间。

刘娣代表认为，我省发展生猪产业具有得天
独厚的气候和生态环境优势、种植业发展的饲料
优势和种养循环优势，但同时，也有一些制约我
省生猪产业发展的短板问题：生猪良种繁育能力
弱、规模化标准化程度较低、承受市场价格波动
能力弱、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还没有到位、打造
市场能力弱，知名品牌数量少。

为此，刘娣代表建议，从以下几方面发力，加
快我省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

一是协同互作，强化良种繁育体系建设。推
进良种覆盖率和良法配套，建立健全“良种繁育-
推广-自给”体制，促进龙江生猪良种化繁育；二是
利用资源，发展龙江优质民猪产业。打造“一白一
黑”餐桌主食主菜，即龙江的“大米饭红烧肉”；三
是规模养殖，强化抵御市场风险能力。支持“龙头
企业+养殖基地”一体化发展模式，提升标准化规
模养殖水平，提高抗风险能力和稳产保供能力；四
是科技创新，强化养殖、饲料、屠宰加工、仓储物流
体系建设；五是分区管理，强化生猪疫病防控体
系建设。建立健全区域防控统筹协调监督、服务
机制，加强养殖综合防疫管理，落实强制免疫、监
测、检疫监管、无害化处理等各项防控措施；六是
种养结合，强化生猪粪污资源化利用体系建设。
鼓励粪污就近利用、就地还田，构建轻简化、低成
本的粪污资源化利用模式，鼓励构建全产业链自
循环种养结合模式；七是追溯跟踪，强化品牌创建
体系建设，打造龙江高优品牌。 宋淼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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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摄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孙铭阳

“工业领域是节能减排，实现绿色发展、低
碳发展的主要阵地。近年来，我省积极践行绿
色发展理念，工业领域大力推广应用节能技术
装备，持续推动节能技术改造，着力构建绿色
制造体系，能源利用率加快提升，工业绿色发
展取得明显成效，但仍与要求存在较大差距。”
省人大代表魏国栋说。

魏国栋代表建议，要加强创新驱动，支
持鼓励龙头骨干企业深化与科研院所、知名
高校的科技合作，进一步完善产学研协同创
新机制，围绕绿色低碳领域，开展重大关键
共性技术联合攻关、技术成果转移转化，既
减少降低企业创新研发成本，又推动创新理
论见效落地。要以数字化转型驱动企业生
产方式变革，采用工业互联网、大数据、5G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提升企业精益化管理水
平，建立产品全生命周期绿色低碳基础数据
平台，深化生产制造过程的数字化应用，赋
能绿色制造。

魏国栋代表还提到，随着我省工业在碳达
峰碳中和战略的深入推进，亟需一批高素质专
业人才。在发挥我省传统工业人才积淀优势
的基础上，实施外引内育，加快构建与绿色低
碳发展相适应的人才体系。加大人才引进力
度，通过政企联动组建联合招聘团队，引入绿
色低碳发展亟需的国内外一流人才、中高端人
才和技能型实用人才，并通过住房保障、配偶
就业、医疗保健等优惠政策留住人才。同时加
大绿色教育改革力度，推进相关专业学科与产
业学院建设，强化专业型和跨领域复合型人才
培养。充分发挥企业、科研机构、高校、行业协
会、培训机构等各方作用，建立完善多层次人
才合作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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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彭溢

提案背景：
政府工作报告中将大力发展生

物经济作为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的重要举措之一。

提案意义：
重大动物疫病和人兽共患病防

控对我省维护健康养殖、动物源食
品安全、公共卫生具有重要作用，也
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生物安全的
重要工作。加强畜禽良种创新和动
物疫病防控对大力发展生物经济意
义重大。

提案建议：
1.大力推动养殖畜禽的优良品

种创新和产业化。要像重视主粮作
物种业一样，高度重视畜禽种业发
展，依托我省在资源禀赋、产业基
础、科技成果、人才队伍等各方面的
优势，大力推动肉牛、奶牛、生猪等
畜禽的分子育种，建立促进我省作
物、畜禽种业创新发展的良好环境
与长效机制，久久为功。

2.做好重大动物疫病和人兽共
患病防控工作，助力发展新型动物
健康产业。要更加突出政府的主导
作用，更加强化养殖业者的主体责
任，更加注重科技创新的支撑作用，

在加强基层防疫队伍建设上补齐短
板。进一步加大奶牛、肉牛等大家
畜疫病防控及猫、狗等伴侣动物健
康科技创新研发投入，重点扶持动
物疫病防治新型疫苗、诊断技术与
治疗药物产业，尤其是宠物及伴侣
动物健康产业新兴增长点。尽快建
立产业化平台基地，力争占据国内
外产业竞争有利先机。

3.高度重视并阻断新冠病毒进
入动物群体。高度重视疫区和边境
等高风险地区易感动物新冠病毒的
检测和监测，阻断易感动物成为新
冠病毒新的储存库和传染源。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邵国
良摄

陈化兰委员

发展生物经济应加大
动物疫病防控支持力度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桑蕾 孙铭阳 董盈 黄春英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全力实施工业
振兴计划，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出台工业振兴实施意见，提升制造业
核心竞争力，提高工业在全省经济中
的比重，推动工业高质量发展。

这一表述，将工业振兴提升到新
的高度，一个“全力”更道出了这项工
作的力度。报告也引起了那些从事工
业相关领域代表委员的热议，纷纷建
言献策，对黑龙江工业振兴充满希冀。

省人大代表孙成坤说，政府工
作报告中提到的要聚焦能源工业、
加快发展新能源和环保产业都和
龙煤集团发展息息相关。

孙成坤代表介绍，“建设新时
代现代化新龙煤”是龙煤集团的总
体目标。立足“做强做优煤炭产
业，积极发展新能源、物流贸易、矿
山建设、节能环保支撑产业，探索
培育高端煤机制造、新材料产业，
灵活发展特色农业等产业”四级产
业体系，推进发展定位由传统资源
开发商向清洁能源产品服务商转
型，产业结构由一煤独大向煤与非
煤并重转型，推进非煤经济占比在

“十四五”末期达到40%以上。
孙成坤代表表示，一方面，把

握“十四五”要有序调整煤炭产品
结构。围绕“煤燃料向煤原料转
型”的经营理念，全面提升煤炭洗
选加工比例，增加清洁煤炭供给，
提高煤炭产品附加值。另一方面，
坚持建设“能源强企”，以我省东部
可再生能源基地建设为契机，发展
风、光、生物质等新能源项目，将新
能源产业打造成龙煤集团转型发
展的支撑产业，并逐步发挥其集群
效应、协同效应、规模效应。

一手调结构
一手开拓新领域

对于工业振兴，省政协委员陈满生频频
提及“新”字：“我省现在急需找准方向，加快
实施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提升企业活
力，培育打造新业态经济，加快适应新形势，
实现新发展。”

陈满生委员建议，要大力推动我省传统
业态产业的改造提升，进一步完善产业链链
长制并落实到位，尽快完善并加强各产业链
条，为企业发展提供沃土。把创新、合作、引
进作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发挥
原有优势基础，利用大数据和信息技术改造
提升，通过关键技术创新或引进，以及对外开
展合作，提升传统产业的市场竞争力。改变
传统发展模式，强化循环经济发展方向，推动
农产品深加工、钢铁、化工等产业形成循环经
济，由深加工向精加工发展，促进资源再利
用，同时注重做好节能减排降耗工作。

尽快完善并加强尽快完善并加强
产业链条产业链条

工业振兴，首先是制造业的振兴。数字
赋能就是制造业的关键点。省人大代表李
迎春表示，数字经济是制造业的未来。近年
来，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始终坚持
推动制造业振兴升级，促进工业结构转型，
规划了“数据为核，AI驱动”的智能工厂体系
建设。“十四五”期间，企业将持续打造一批

“灯塔项目”，以新技术在企业生产运营场景
中的应用为出发点，跟进项目开发和持续落
地，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打造造纸行
业智能制造示范标杆。

数字赋能制造业
是关键

三个途径实现工业突破

要实现工业振兴，省政协委员乔榛建议，
首先应该在有潜力的行业上实现突破，将“三
篇大文章”和“五头五尾”落实成为项目。其次，
应把工业振兴摆上突出位置。工业是实体经
济的核心，发展实体经济必须要保住工业发展
的底线。第三，发挥我省装备制造能力、科研
技术、产业工人等优势，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实现工业突破具体有三个途径：对接国
家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推动我省传统优势产
业与现代信息技术融合，如实现传统产业的
创新赋能、数字赋能、设计赋能；积极促进中
央和地方协同融合发展，带动发展地方配套
产业，推动形成汽车、航空、装备等先进制造
业集群；加快新材料、机器人和清洁能源产业
发展，如实现石墨资源高质化利用。

齐齐哈尔华工机床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周立富表
示：“贵阳大数据产业、合肥
芯片产业的成功都在告诉我
们，做好一件事要上下拧成
一股绳，一以贯之。”他建议
我省对工业企业的支持应该
保持持续性，我省应对优质
企业给予 3~5年以上的扶持
政策，完善产业链、供应链，
形成产业体系，带动产业集
群发展。

周立富还建议，要加强
对地方企业、民营企业的扶
持力度，让黑龙江成为民营
经济充满活力的地方。鼓励
创新，将创新产业化。周立
富表示，创新型企业需要大
量的资本注入，建议省委省
政府在全力实施工业振兴的
同时，注重更为友好的融资
环境，让金融资本注入企业，
为企业造血增添活力。

营造友好的
融资环境

中国一重生产车间。 资料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