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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12日电 5月11日，国
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费迪南德·罗慕尔德兹·
马科斯，祝贺他当选菲律宾共和国总统。

习近平指出，中菲是一衣带水的邻居、

风雨同舟的伙伴。近年来，在双方共同努
力下，中菲关系不断巩固提升，为两国人民
带来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作出贡献。

习近平强调，当前，中菲两国都处在关

键发展阶段，双边关系面临重要机遇和广
阔前景。我高度重视中菲关系发展，愿同
马科斯当选总统建立良好工作关系，坚持
睦邻友好，坚持携手发展，深入推进两国全

面战略合作关系，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同日，国家副主席王岐山致电莎拉·

齐默尔曼·杜特尔特-卡彪，祝贺她当选菲
律宾副总统。

习近平向菲律宾当选总统马科斯致贺电

新华社北京5月12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 5月 12日同斯洛文尼亚共和国总
统帕霍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 30周
年。

习近平指出，中斯建交 30年来，双方
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取得积极

成果，人文交流日益活跃，为两国人民带
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面对新冠肺炎疫
情，两国人民守望相助，彰显中斯深厚情
谊。

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斯关系发
展，愿同帕霍尔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

交 30周年为新起点，把握好共建“一带一
路”历史性机遇，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
务实合作，为中斯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
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帕霍尔衷心祝贺中国在诸多领域实
现跨越式发展。他表示，斯中关系源远

流长，建交 30年来，双边关系快速发展，
经贸合作富有成效，领域不断拓展，冰雪
运动成为合作新亮点。作为欧盟成员
国，斯洛文尼亚积极支持加强欧中关系，
致力于将合作成果惠及双方和国际社
会。

习近平同斯洛文尼亚总统帕霍尔就中斯建交30周年互致贺电

近日，在通北林业局有限公司南北河林场，上百只苍鹭紧跟节令归来，它们成群结队地在林间嬉戏觅食，为林区增添了几分灵动之美。
丛秀丽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一梅 李健摄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玉玺

12日，省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厅长
刘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省第十三次党代
会报告中明确了未来五年全省生态环境
发展的总体要求、奋斗目标和主要任务，
为龙江描绘了一幅美丽山水画卷，充分体
现了省委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带领全省
人民清醒自觉、勇毅前行的历史主动精神
和坚定的历史自信。

做好“治山理水”文章
让龙江绿水青山的底色更亮
刘伟介绍，我省森林面积、湿地面积

均位居全国前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国
际重要湿地数量居全国第一，污染防治攻
坚战成效连续两年位列国家优秀序列，通
过解决一大批生态环境突出问题，牢牢筑
起祖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屏障。

刘伟表示，“治山理水”是我省绿色龙
江建设，实施生态振兴计划的重要路径。
全省生态系统将牢牢坚持第一站位，精准
聚焦持续改善环境质量第一目标，深入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目前已严格对标国
家要求，形成了责任分工方案，共安排 30
项任务，其核心就是围绕深入打好蓝天、
碧水、净土这三场保卫战，组织实施重污
染天气消除、臭氧污染防治等 6个标志性

战役，并同步开展碳达峰、水质提升等8个
专项行动，力争通过五年的努力，全省环
境质量实现一个质的改善和跨越。

同时，我省对公开通报的 5个典型案
例实行专班专案专责高效整改，对群众急
难愁盼问题先行推进，对关键领域问题重
点推进，对固本强基问题专项推进，对历
史复杂问题统筹推进，力争到2025年底前
全部整改到位。

刘伟表示，省生态环境厅将坚决守住
“环境质量只能更好不能变坏”的刚性底
线。希望通过做好“治山理水”的大文章，
让龙江绿水青山的底色更亮。

做好“显山露水”文章
让我省金山银山的成色更足
刘伟表示，做好“显山露水”文章，就

是要自觉围绕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
中心推动工作，把高水平生态环境保护协
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生态环境战
线的第一行动。

刘伟介绍，全省生态系统要通过三个
层次做好“显山露水”的大文章。一是在前
端在源头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就是要实
施最严格的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
资源利用上线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制度，
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低水平项目盲目
发展。二是在过程在末端保障经济高质量

发展，就是提高生态环境执法检查质效，强
化行刑衔接，稳妥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不断增强生态碳汇能力，保持省内重点企
业全国碳市场履约率在95%以上。三是在
审批在帮扶环节服务高质量发展，深化“放
管服”改革助力数字经济和生物经济发展，
加快推动生态资本变现和生态价值转换，
让龙江金山银山的成色更足。

做好“跋山涉水”文章
加快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
刘伟表示，我们有了“治山理水”的决

心和“显山露水”的决策部署，还要增强“跋
山涉水”的决心和信心。省生态环境厅要
持续推进生态环境系统体制机制改革，加
快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通过做好领导
正步、干部阔步、纪律同步、事业进步的“四
步走”完成“跋山涉水”的后半篇文章。

刘伟介绍，全省生态系统的领导要
“正步走”，厅党组首先要带头示范，各级
领导班子要带头、各单位“一把手”要带
头，完成党代会部署的各项任务。

全省生态系统的干部要“阔步走”，提

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牢牢坚持第一行
动、第一目标，阔步向前，统筹集中攻坚与
系统治理、问题整改与风险防控、激励引
导与依法管控，坚决为龙江人民守好环境
民生福祉。

全省生态系统的纪律要“同步走”，牢
牢坚持第一时间、第一标准，严守政治纪
律和政治规矩，持续打造一支纪律部队，
把坚持第一站位体现到坚定态度、工作操
守和具体行动上来。

全省生态系统的事业要“进步走”，要
着力提升政治领导力、发展推动力、群众
组织力和自我革新力，全面提升生态环境
现代化治理能力，忠诚当好龙江生态环境
质量的钢铁卫士。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
也是幸福。”刘伟对未来五年我省生态文
明建设作出了展望：“希望通过做好生态
环保实践中的‘三山三水’，让生态价值普
惠民生，经济价值优质变现，社会价值持
续提升，让低碳成为龙江振兴发展最鲜明
的特质，让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最靓丽的
底色。

让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最靓丽的底色
访省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厅长刘伟

本报讯（盛季轩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
记者米娜）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关于优化
营商环境决策部署，充分发挥警示教育作
用，推动营商环境向更高标准、更高水平
迈进，省纪委监委通报 5起破坏营商环境
典型案例。

省人民检察院原党组副书记、常务副
检察长步延胜违规干预插手司法活动问
题。2004年至 2020年，步延胜担任哈尔
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院长和省人民
检察院常务副检察长期间，与司法掮客张
某某长期沆瀣一气，通过直接向办案人打
招呼、在信访材料上批示意见等方式，插
手干预拖欠工程款纠纷、债权转让纠纷、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借贷纠纷等涉企案件
11件，形成张某某“前台”揽活收钱、步延
胜“后台”操纵办事的利益链，2人共同受
贿2024.16万元。步延胜还存在其他严重
违纪违法问题。2021年 6月，步延胜被开
除党籍、开除公职，其涉嫌犯罪问题被移
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省审计厅农业农村审计处原处长杨明
君滥用审计职权插手工程项目问题。2009
年至2021年，杨明君担任省审计厅派出交
通运输审计处副处长、处长和农业与资源

环保审计二处、农业农村审计处处长期间，
帮助无施工资质企业、个体工商户、公职人
员承揽乡村公路、高标准农田建设等工程
项目，收受巨额贿赂，其中仅为建筑商梁某
就承揽项目26个、收受贿赂850万元，破坏
了农业农村项目建设市场秩序。此外，在
乡村振兴、农业开发等项目审计中，对发现
的工程质量不合格、超额拨付工程款、项目
围标等问题应报未报，收受14家企业贿赂
208.67万元。杨明君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
违法问题。2022年 1月，杨明君被开除党
籍、开除公职，其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
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双鸭山监狱原党委副书记、省笔架山
农场有限责任公司原经理宫照普向私营
企业主索要钱款问题。2020 年至 2021
年，宫照普帮助某物业公司经理王某某承
揽道路维修工程及物业服务项目 3个、标
的总额 730万元，以处理单位费用为由，6
次向王某某索要钱款共计 110万元，用于
发放福利和个人花销等，把政商关系变成
交易关系。宫照普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
违法问题。2021年 10月，宫照普被开除
党籍、开除公职，其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
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佳木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原副科级
干部侯雨霏收受管理对象钱物问题。
2004年至 2020年，侯雨霏在药店GSP认
证、经营地址变更、执法检查、药师监管等
方面“揩油”，不给好处不审批、不认证，共
收受 87家药店贿赂 47.79万元。此外，借
中秋、春节等节日之机，收受 11家药店所
送礼金、购物卡折合人民币共计 1.75万
元。2021年 4月，侯雨霏被开除党籍、开
除公职；同年 7月，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缓刑四年。

铁力市招商引资服务中心原党组书
记、主任王玉故意误导欺骗招商企业问
题。2020年 7月，王玉借帮助某招商企业
在铁力市选址建设单采血浆站之机，故意
隐瞒企业意向地块的真实权属信息，谎称
土地权属证在外地。之后，王玉与他人串
通，出资302.27万元在某司法拍卖网站拍
得包含该企业意向地在内的 1.59万平方
米土地，将其中的 8000平方米土地以 460
万元价格出售给该企业，获利 157.73 万
元，借招商引资骗商坑商，侵害企业合法
权益。2021年 12月，王玉受到党内严重
警告、政务撤职处分。

上述典型案例，暴露出少数党员干部

和公职人员丧失党性原则、毫无纪法底线，
利用职权卡商吃商、与民争利，严重破坏法
治环境、市场环境、政务环境，严重损害龙
江声誉形象，必须以案为鉴、引以为戒。

优化营商环境事关振兴发展大局。
全省各级党组织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讲话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深入落实省第十三次党代会
精神和全省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会议精神，
切实扛起优化营商环境主体责任，营造依
法保护企业合法权益的法治环境和促进
企业公平竞争、诚信经营的市场环境，落
实各项纾困惠企政策，做实做细包联服务
企业工作。广大党员干部要大力加强能
力作风建设，主动顺应市场主体和群众需
求，做到有求必应、无事不扰，在打造市场
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中主动
担当作为。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把
监督保障优化营商环境作为重要任务，严
肃查处领导干部插手工程项目、违规经商
办企业、执法司法不公、市场主体“办事
难”等问题，推动构建亲而有度、清而有为
的亲清政商关系，以监督“硬约束”提升环
境“软实力”，为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提供纪法保障。

省纪委监委通报5起破坏营商环境典型案例

“实现中国梦是一场历史接力
赛，当代青年要在实现民族复兴的
赛道上奋勇争先。”在庆祝中国共
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 周年大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的
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
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
的前景无比光明”，强调：“党和国
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时代总是把历史责任赋予青
年。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青年满怀
对祖国和人民的赤子之心，积极投
身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伟大
事业，为人民战斗、为祖国献身、为
幸福生活奋斗，把最美好的青春献
给祖国和人民，谱写了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进程中激昂的青春乐章。
特别是广大团员青年，以爱党、爱
国、爱人民的赤诚追求，以坚定不
移听党话、跟党走的忠贞初心，在
民族复兴征程上勇当先锋、倾情奉
献，发挥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为
中国革命胜利，为祖国建设，为改
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
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
生历史性变革贡献了青春、建立了
重要功勋，使实现民族复兴成为中
国青年运动一以贯之的恢弘主
流。实践充分证明，中国青年是有
远大理想抱负的青年，是有深厚家
国情怀的青年，是有伟大创造力的
青年。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
中国青年始终是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先锋力量。

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际遇和
机缘，都要在自己所处的时代条件
下谋划人生、创造历史。当代中国
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
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今
天，我们胜利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
斗目标，踏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进军的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
程。一切伟大成就都是接续奋斗的
结果，一切伟大事业都需要在继往
开来中推进。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
的主题，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的方
向，新时代中国青年的使命，就是坚
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人民一道，为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处在中华民族发展的最好时期，拥
有更优越的发展环境、更广阔的成
长空间，迎来实现抱负、施展才华的
难得机遇，广大青年要牢记党的教
诲，立志民族复兴，不负韶华，不负
时代，不负人民，让青春在为祖国、
为民族、为人民、为人类的不懈奋斗
中绽放绚丽之花。

“人生万事须自为，跬步江山
即寥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追
求进步，是青年最宝贵的特质，也
是党和人民最殷切的希望。”新的
伟大征程上，广大青年要肩负历史
使命，坚定前进信心，立大志、明大
德、成大才、担大任，在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洪流中踔厉奋
发、勇毅前进。要用脚步丈量祖国
大地，用眼睛发现中国精神，用耳
朵倾听人民呼声，用内心感应时代
脉搏，把对祖国血浓于水、与人民
同呼吸共命运的情感贯穿学业全
过程、融汇在事业追求中，争做堪
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在劈
波斩浪中开拓前进，在披荆斩棘中
开辟天地，在攻坚克难中创造业
绩。新时代的广大共青团员，要做
理想远大、信念坚定的模范，做刻
苦学习、锐意创新的模范，做敢于
斗争、善于斗争的模范，做艰苦奋
斗、无私奉献的模范，做崇德向善、
严守纪律的模范，努力成长为有理
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
代好青年，用青春的能动力和创造
力激荡起民族复兴的澎湃春潮。

“请党放心、强国有我”，在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
上，共青团员、少先队员喊出响亮
的青春誓言，这是新时代中国青少
年应该有的样子。未来属于青年，
希望寄予青年。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
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以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保持永不
懈怠的精神状态、永不停滞的前进
姿态，勇立时代潮头，争做时代先
锋，新时代的中国青年一定能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源源不
断的青春力量，用青春和汗水创造
出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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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青年要在实现民族
复兴的赛道上奋勇争先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
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一
百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

□文/摄 郭佳鑫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见习记者 崔凯歌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吕晓艳
“终于可以和老师还有我的好朋

友见面了，回到校园我特别开心！”
“今天我想和我同桌探讨一下生物课
的知识，然后午休的时候再一起打
球！”12日，哈尔滨中小学校有序恢
复线下授课，记者来到哈尔滨市第六
十九中学、第 113中学、第七中学校
和第156中学，探访中学生时隔两个
月后复课第一天。

校门口
朋友见面聊得欢
早上7时30分，记者在市第六十

九中学校门口见到，沉寂已久的校园
重新恢复了往日的欢声笑语，学生们
身着春装，排成长队有序入校。在现
场，多日未见的同学们相谈甚欢。一
位步伐轻快、一边哼着歌一边走向校
门的男生，他告诉记者他是七年级的
学生，今天第一天复课从早上起来就
状态满分。

记者在第 113中学校门口看到，
早上7时10分，校门口已经站满了送
学生的家长。学生们迈着轻快的步
伐走进学校，开学的快乐溢于言表，

口罩后面，是一张张笑脸，校园也恢
复了往日的活力。

校园内
鲜花送给老师
记者来到市第七中学校，正值课

间休息时间，学生们正在一楼大厅有
序排队进行核酸检测，进入教室，三两
学生正在讲台上向老师请教问题，还
有学生们在座位上讨论习题、聊得火
热，学生们戴着口罩，保持间隔，但脸
上都是与老师朋友相见的喜悦。来自
六年级的小苑同学告诉记者，很久没
见到老师同学们了，来到校园让她感
觉上课更加有了动力，她今天要拿出
最好的状态，好好听讲，认真做笔记。

记者在市第 156中学看到，复课
第一天，为了表达对老师的敬爱之
情，同学们纷纷给老师送上了鲜花。
同学们手捧百合，彬彬有礼，满怀敬
意地献给每一位教师。

市第 156中学六年级的叶同学
很开心，“我们终于能回到教室上课
了，不用再隔着屏幕，面对面学习效
率更高了！”八年级的刘同学也很激
动，“我更喜欢线下上课，能回到学校
和同学们一起学习，还能和同学们一
起去操场上打篮球，太开心了！”

复课首日，鲜花送给老师。

哈尔滨学校有序恢复线下教学首日

同学，好久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