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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闻 高博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孙铭阳

“煤城‘滑’出了10位世界冠军，‘矿工
儿女’获得 7枚冬奥金牌、177枚世界级比
赛金牌！”北京冬奥会时，这样一则消息备
受瞩目，人们都想知道七台河市这座煤城
是如何培养出这么多世界冠军，创造世界
短道速滑奇迹的。

答案还得从煤说起。1969年，18岁的
知青孟庆余“上山下乡”来到七台河新建
煤矿，当上了一名光荣的采煤工人。七台
河的煤矿大多是夹在岩层中的薄煤层，许
多地方的煤层只有半米高，工作环境相当
艰苦。在前辈及工友们的感染下，孟庆余
工作踏实、肯干，在井下攉煤一个顶俩，别
人都是两个人合抬一棵顶子，他一个人就
能轻松搞定。冬季劳动之余，他常到矿上
中小学冰场滑冰，边滑边琢磨，越滑越出
色，很快便破了地区记录，并成为一名速
滑教练员。

1974年七台河滑冰队成立。为了能

让孩子们准时训练，孟庆余每天2时起床，
裹上厚厚的棉大衣，套上牧羊人穿的大毡
靴，头脸围得严严实实，灌好水箱，拉上沉
重的铁爬犁，然后绕着冰场一圈圈密密实
实地浇。一场冰浇下来，皮手套湿透，手
冻得又红又肿。尽管非常艰苦，但他硬是
咬牙坚持着。孟庆余常说：“离开矿工的
后代，再优厚的条件我也培养不出世界冠
军。”在孟庆余看来，自己的使命就是将这
些矿工儿女的潜力激发出来，传承下去。

一次次优异的成绩、一个个冠军头
衔接踵而至。在七台河市体委任教练、
体工队队长的 22年间，孟庆余作为“总教
头”，冬奥会短道速滑冠军杨扬、王濛、范
可新、孙琳琳，世界短道速滑冠军张杰、
王伟等，都受到他的启蒙。在一代代七
台河运动员、教练员的接续奋斗下，这座
小小的煤城已“滑”出 10位世界冠军，共
获得 7枚冬奥会金牌、177枚世界级比赛
金牌、国家级大赛金牌 535枚，16次打破
世界纪录。

孟庆余把根深深扎在七台河，将一生

都奉献给滑冰事业。不是在冰场上，就
是在去往冰场的路上。他曾在述职报告
中深情写道：滑冰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
部分，即使有一天倒在了冰场上，我也无
怨无悔！

2006年，孟庆余在去往哈尔滨上课
的途中遭遇车祸殉职。孟庆余走了，但
七台河的冰上事业仍在传承。他的弟
子董延海和张杰夫妇，放弃国外优越条
件，毅然归国回乡。曾任杨扬教练的董
延海担任了七台河短道速滑特色学校
总教练；张杰创办中国·七台河特奥速
滑队，3名队员在世界特奥会上夺得 4块
金牌、2块银牌，实现了七台河短道速滑

“残健共荣”。2019 年，七台河职业学院
短道速滑训练中心成立，张杰担任主教
练，招录的大都是本市和各地的矿山、
农村学子。

第三代教练员，马庆忠和赵小兵继承
孟庆余的事业，输送了冬奥会冠军王濛、
孙琳琳、范可新和世界冠军王伟等80余名
优秀短道速滑运动员。在全国短道速滑

锦标赛上夺得银牌的张利增，放弃上海高
薪工作，回到七台河后成为短道速滑第四
代教练。2019年，张利增被选调到短道速
滑国家队，在金善台主教练旗下任助理教
练，之前在北京冬奥会奥组委任短道速滑
裁判组裁判员。

北京冬奥会夺得接力金牌后，范可新
说：“接力传承，庆余恩师、杨扬和王濛姐
姐，我们都是七台河人，不希望在我这一
棒没有接上；我这次完成任务了，也希望
以后有更多的东北、黑龙江、七台河的孩
子能接上我这一棒。”

矿工教练孟庆余

把煤城变为冬奥冠军之乡

王濛和教练孟庆余（右）、马庆忠在一
起。 图片由龙煤集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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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卖粮好卖粮、、卖好粮卖好粮””
让龙粮让龙粮

□文/摄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宋晨曦

2022 年 中 央 一
号文件指出，要合理
保障农民种粮收益。
种粮收益该如何保
障？采访中很多农民
跟记者说，好卖粮、卖
上价，没有比这个更
实惠的了。

“雨水”一过，天
气转暖，农民们进入
了售粮高潮。“现在企
业已经做到应收尽收
了。近期新玉米潮粮
收购价格持续提高，2
月 20 日，30%水分收
购 价 格 已 经 达 到
0.985/斤。”黑龙江成
福食品有限公司采购
部经理王辉说。

天气一转暖，巴彦县农民栾福顺就开始
着急了：“家里院子堆着几十亩的玉米棒子，
不卖心里慌啊，还是赶紧变现踏实。”

在巴彦县天德农机合作社，栾福顺的玉
米经历扦样、测水等多个检测程序，十多分钟
后，仪器显示该批玉米容重为 684、水分为
29.5%、单价0.985元/斤。

“卖！”栾福顺得知自己粮食的大概售价
后，很爽快地同意售粮。“每次检验粮食我都
很紧张，与其说检测粮食，不如说是在检验农
民一年的劳动成果。今天这个价格超过我的
预期，我很满意，大概比去年每亩多卖了 100
元，也算实现了丰收的愿望。”栾福顺说。

收粮企业检测员告诉记者，现在粮食检
测一切以数据说话，机器检测很精准，也很透
明，检测过程农民全程参与，农民自己能大概
推算粮食价格，卖或不卖由农民自己决定。

经过检重、卸粮后，栾福顺的一车玉米卖
了近 5万元。看着收购凭证单，栾福顺笑着
说：“现在就等着粮款到账了，这回我心里踏
实了。”

粮款还没到账户，栾福顺咋就放心踏实
了呢？这来自于收粮企业的诚信经营。记者
在走访多家收粮企业时看到，保障农民送粮
的宣传文件以及监督方式随处可见。

记者从省粮食局获悉，当前正处于 2021
年全省秋粮收购“打白条”现象专项整治工
作推进阶段，该项工作开展以来，我省粮食收
购主体很好地将“谁收粮谁付款，谁售粮谁得
钱”的原则落实到位，严格排查、防止发生任
何形式的“打白条”“高息”骗用农民售粮款等
违规违法行为。

“好卖粮”让农民实现丰收

藏粮于市藏粮于市

近日，我省大豆现货市场购销逐渐活
跃。绥化市北林区农民孟宇高兴地说：

“2021 年，我家种了 100 亩品质较好的大
豆，新年刚过，存好的大豆被几家贸易商竞
价买走，最后我以3.15元/斤的价格售出。”

记者在粮油信息网上了解到，2月 7日
象屿集团发布公告，讷河象屿农产有限公
司执行大豆收购价格为3.12元/斤。2月10
日，讷河象屿农产收购价格调整为3.14元/
斤，仅仅3天时间，收购价格就上调2分钱。

同时，近期中储粮及省级储备恢复收
购，进一步为市场提供支撑，继续带动大
豆价格恢复性上涨。2 月 10 日中储粮北
安直属库有限公司、拜泉直属库有限公司
开始收购，收购价格分别为 3.08 元/斤及
3.10元/斤；哈尔滨直属库收购价格为 3.08
元/斤。

据了解，大型企业收购价格的上调，调
动了贸易商的收购积极性，部分贸易商考
虑收购大豆送粮到收粮企业。随着复工大
豆贸易商的增多，大豆毛粮的价格不断拉
升。2月 7日~11日，海伦市的大豆毛粮收
购价格由 3.02 元/斤最高上涨到 3.07 元/
斤。尽管价格上涨，但仍有部分农户待价
惜售，海伦市农民张富民说：“我们家场地
大，便于保存大豆，我要等到五六月份时再
出手，我认为那时价格会更高。”

2022 年全国农业农村工作会议提出
“稳口粮、稳玉米、扩大豆、扩油料”的工作
目标。因此，今年我省将增加大豆种植面
积1000万亩。同时为了让农民种大豆有利
可图，我省今年明确，原则上大豆生产者补
贴每亩高于玉米生产者补贴 200元。粮食
专家认为，在大豆方面，一系列的利好政策
推出，利于在春耕之前保持豆价稳定，同时
也是提高农户种植积极性的重要因素。

好政策让龙江豆“卖好价”

“我们村普通农户家里
只种十亩八亩地，不方便雇
车送粮，都在家等着上门
收。经纪人来了好几拨，但
价格始终谈不拢，等一等再
卖。”牡丹江市林口县农民何
常友说。据了解，当前我省
还有很多一家一户拥有几亩
田的小农户，那么小农户的
粮食怎么存？怎么卖？

采访中记者发现，我省
农村活跃着一批了解农村和
农民的粮食经纪人，他们扎
根在农村，便于回收基层粮
源，而且具备运输甚至能脱
粒的经济条件。林口县粮食
经纪人张庆昌说：“每年正月
十五以后，农民着急卖粮买
农资，所以能抓住些优质粮
源，最近我已经收购了几十
吨水稻和玉米送到粮食企
业。”

记者从粮食部门了解，
近期我省粮食市场购销活跃
度增强，截至2月15日，全省
入统企业累计收购新粮
980.9亿斤，同比增长 192亿

斤、增幅24%。预计到3月中
旬前，我省将面临因天气原
因导致的区域上量激增压
力，尤其玉米大豆。基层农
户惜售心态缓解，除方便保
存的栈子粮、架子粮之外，仍
有较大比例的“地趴粮”等待
出售。

巴彦县天德农机合作
社理事长葛军说，小农户粮
源大多具有多点式、分散性
特点，受气候和保存方式影
响，尤其是受潮的地趴粮会
影响整体粮源品质下降，近
期散户组团装车送来的粮
食水分偏大，约 31个水分指
标，农户售粮价格自然降
低。

粮食部门提醒广大农
户，要理性售粮，售粮前要
科学保存好自家粮食，以免
遭受不必要的损失。水稻
粮堆一定要注意通风干燥，
玉米粮堆有冰冻现象的需
要分拣单独存放，地趴粮底
部存在冻底现象的，请尽早
处理。

科学保存才能“卖好粮”

收 粮 企 业收 粮 企 业
院里粮堆如山院里粮堆如山。。

收粮企业检测员正在检测
粮食水分。

脱粒机开进农户家，农民在家卖粮。

等待远距离运输的大豆等待远距离运输的大豆。。

（上接第一版）全省国家级外贸转型
升级基地达到8个，哈尔滨加工贸易
产业园入选首批13家国家加工贸易
产业园。

对外投资稳步推进，“十三五”
时期，全省在 4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
资28.2亿美元，对外投资存量达42.8
亿美元。对外承包工程遍布36个国
家，完成营业额 98.3 亿美元。2021
年，全省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
7309万美元，增长 18%；对外承包工
程新签合同额 13.3 亿美元，增长
57.7%。

全方位对俄合作走深走实
起自俄罗斯远东管道斯科沃罗

季诺分输站，经俄边境加林达计量
站穿越黑龙江，从漠河进境首站始，
途经黑龙江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延
绵1000公里到达大庆站。

2011年 1月 1日，中俄原油管道
一线工程正式投产运营，年进口原
油 1500万吨；2018年 1月 1日，管道
二线工程建成投产，中俄原油管道
年进口原油总量增输至3000万吨。

2019年 12月，中俄东线天然气
管道正式投产通气，目前年引进 50
亿方天然气，以后将逐年增加输量，
最终达到380亿立方米/年。

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不仅仅
是能源合作，黑龙江对俄全方位合
作进入了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发
展阶段。

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十三
五”时期，全省对俄贸易累计实现
4814.4亿元，对俄贸易额占到全省外
贸总额的60%以上，占全国对俄贸易
总额的 15%左右。2021 年，在面临
复杂的国际形势，特别是受新冠疫
情影响，物流运输和人员往来不畅，
双方经贸交流受阻的大背景下，我
省对俄贸易仍实现恢复性增长，对
俄贸易进出口 1313.4 亿元，增长
34.8% ，占同期全省外贸总值的
65.8%。黑河、绥芬河成为全国互市
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试点。

“十三五”时期，对俄实际投资
累计 10.2 亿美元，占全省对外投资
额的 36.4%，对俄实际投资存量为
20.8 亿美元，在俄建设 15 个经贸合
作区，其中有2个为国家级对俄境外
经贸合作区。对俄投资合作以农
业、林业和矿产为重点，主要从事大
豆种植、木材加工和矿产开发。携
手广东省，与俄滨海边疆区在全国
率先签署《地方政府间大豆领域合
作协议》。

平台引领支撑作用凸显
这是一个值得载入黑龙江开放

史册的时间节点。2019 年 8 月 30
日，黑龙江自贸试验区挂牌成立，这
是我国首批在沿边地区布局的自贸
试验区之一，也是我国最北自贸试
验区。

两年多来，黑龙江自贸试验区
立足对俄及东北亚和沿边开放合作
的战略定位和传统优势，对标国际
先进规则，以制度创新为核心，营商
环境大幅提升，市场主体加速集聚，
外向型经济提速发展，成为向北开
放的新名片。在同批自贸试验区中
率先实现总体方案 100%的实施率，
累计生成超过200项制度创新成果，
发布四批 100项省级创新案例，“创
新中俄跨境集群建设”入选自贸试
验区第四批全国最佳实践案例；国
家改革试点经验复制推广率达到
93%。2021年，黑龙江自贸试验区以
全省万分之三的面积，贡献了超过
全省 1/3 的外资和 1/7 的外贸进出
口，外贸、外资增幅远高于全省增
幅。

开放平台是开放型经济的重要
载体。近年来，我省各类开放合作
平台引领支撑作用不断加强。

经济开发区创新发展取得新进
展，全省规划建设各类开发区 104
家，其中国家级开发区达11家，百千
亿园区突破 30家，百大项目承载量
占全省的72.8%。

“十三五”时期，黑瞎子岛公路
客运口岸、同江铁路口岸、黑河步行
口岸和黑河公路口岸先后获批对外
开放，全省国家一类口岸达到27个，
是全国口岸数量第二多的省份（广
东58个），边境口岸增至19个。

沿边开放平台提质增效，在边
境口岸市县设立东宁、黑河、绥芬
河、同江、萝北、抚远、虎林、密山、饶
河、逊克、漠河、嘉荫 14个中俄边民
互市贸易区（点）。

跨境通道体系更加完善，全省
开通国际航空运输航线 25条，其中
对俄航线 13 条。陆运方面，“哈尔
滨-绥芬河-叶卡捷琳堡”公路和铁
路临时邮路运行畅通；航运方面，哈
尔滨新开通两条“哈尔滨-莫斯科”
对俄航空货运航线，谋划开通“哈尔
滨-洛杉矶”航线，拓展北美市场。

“十三五”时期，全省口岸进出口货
运量1.9亿吨。

建设黑龙江省跨境电商公共服
务平台，免费面向企业提供跨境电
商进出口订单、运单等数据上传海
关总署和海关总署核准信息下达等
服务；建设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实
体平台和地方特色功能，促进通关
便利化，口岸进口、出口整体通关时
间全国排名第6位和第3位。

黑龙江 全力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

（上接第一版）在黑河市第一人
民医院药房仓库，葡萄糖和氯化钠因
为临床使用率高，占用了 1/3左右的
面积。黑河市医保局相关负责同志
介绍说，2020年 9月，黑河市开展了
此项工作，将葡萄糖、氯化钠 2个品
种 87个品规作为第一批集采品种。
通过采取医疗机构自主议价，全市最
低价格联动的集采方式，确定 14个
中选厂家。

据介绍，仅此一项集采工作，就
推动黑河市年度基础输液费用平均
降幅达 50.36%，最高降幅达 82%，公
立医院次均住院费用中的基础输液
支出降幅达60%，年节约医保基金约
1500 万元。同时，结余基金的科学
合理分配，也提高了医务人员薪酬绩
效奖励，进一步构建了医疗工作良性
循环。

自主竞争
集采帮助企业“安心定心”

在黑河市基础输液集采某中选
企业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加班
加点生产集采订购的相关药品。据
车间负责人介绍说，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以来，医药企业销售额受到冲
击普遍大幅下滑，但集中带量采购
中选产品始终维持稳定购销和及时
回款，可谓一颗强有力的“安心定心
丸”。

据省医保局相关负责同志介绍，
从集采试点扩围到如今的常态化运
行，我省药品集采机制已经建立和形

成了“政府组织、联盟采购、平台操
作”的模式，设立政府和联采办“双层
架构”，通过政策制定和具体操作相
分离的思路，也形成了企业自愿参
与、自主竞争的市场发现价格机制，
这也极大地帮助和促进了企业的生
产和可持续性发展。

“药品耗材集采工作是带动三
医联动改革关键密码。”省医保局相
关负责同志进一步介绍，药品集采
涉及多个方面，需要“三医联动”发
挥改革合力。比如，药品采购离不
开医保部门统筹医保支付、货款结
算等配套措施；中选品种的使用需
要卫健部门指导公立医院落实改革
任务；中选品种的质量监督检查需
要药监部门推进质量和疗效一致性
评价工作等。

省医保局相关负责同志表示，药
品集采带动“三医联动”的蝴蝶效应，
也砍断了过去药品销售与医生处方
权之间的直接利益关系，净化行医环
境。集采各项资金科学合理运用，也
调动了医疗机构、药品生产企业参与
集采工作的积极性，进一步形成了惠
民利民好政策的良性循环。

省医保局相关负责同志介绍，下
一步省医保局将会同有关部门进一
步结合三明“三医联动”改革经验，持
续推进集采工作走深走实，加快探索
药品耗材GPO模式，加快推进医保
支付方式改革，切实减轻群众就医负
担，真正做到暖人心，聚民心，增进人
民福祉，为龙江高质量发展奠定良好
的健康保障基础。

黑河 药品耗材集采
为百姓健康“兜底”

（上接第一版）魏春参加省人大
组织的优化营商环境执法检查，深入
多个企业，与企业代表进行面对面交
流，详细了解《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落
实情况，听取企业的意见建议，为助
力区域经济振兴，贡献人大代表的力
量。

建言察实情，履职在路上。2021
年，魏春紧盯关乎群众切身利益问
题。通过和身边同事交流，魏春获知
很多人经常在网络直播平台购买主
播推荐的产品，但因为是新兴行业，

监管存在滞后。消费者经常会遇到
质量问题、售后保障差等问题。为
此，今年两会魏春将提交《关于加强
对网络直播带货监管的建议》，为探
索新兴行业监管迈出坚实一步，切实
保护好消费者权益。

今年是魏春作为十三届全国人
大代表履职的最后一年，而她的履职
热情依旧高涨。她说，作为来自基层
的公安民警，她理解的“人民代表”就
是为人民“代”言，做出“表”率。一届
代表是五年，责任却是一生。

为民警代言 为民发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