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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8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李美
时 王彦）18日，省总工会十二届二次全委会议
在哈尔滨召开。省委副书记王志军出席会议
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
贾玉梅作工作报告。

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工会组织和广大工会
工作者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
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致首届大国工匠创新交流大会
贺信精神，贯彻落实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
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主力军作
用，为实现黑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作出新
的贡献。

会议要求，要增强广大职工思想政治引领
实效，用“两个确立”统一思想和行动，结合迎
接和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掀起工会
系统学习宣传贯彻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的
热潮。要以改革创新精神担当作为，广泛深入
开展劳动和技能竞赛，继续深化产业工人队伍
建设改革，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
精神。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健全
完善工会服务职工体系，着力维护和谐劳动关
系，在稳步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有效发挥
工会组织作用。要全面从严抓好工会组织自
身建设，以能力作风建设新成效，推动工会工
作再上新台阶。

省总工会十二届
二次全委会议召开

王志军出席并讲话

本报18日讯（滕嘉娣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
记者米娜）18日，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
委主任张巍在与省纪委监委机关青年干部座
谈，宣讲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时强调，青年
干部要深入学习领会省党代会精神，切实增强
使命担当，带头抓好贯彻落实，以青春之我、奋
斗之我奋进新征程、再创新辉煌。

座谈会上，省纪委监委机关邀请范可新、
高亭宇、孔凡钰 3名我省冬奥运动员与青年干
部互动交流，共同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国人民大学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在庆祝中国共
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弘扬北京冬奥精神，学习贯彻省第十三
次党代会精神。

张巍指出，青年干部要学习龙江冰雪健儿
为祖国争光、为民族争气的爱国情怀，知重负
重、直面挑战的昂扬斗志，百折不挠、勇往直前
的拼搏韧劲。要厚植爱国情怀、树立高远之
志，敢于迎难而上、砥砺奋斗品格，树立专业精
神、矢志追求卓越，坚持崇德向善、恪守清廉本
色，在龙江振兴发展新征程中展现新作为。

张巍强调，省第十三次党代会吹响了奋进
新征程、再创新辉煌的前进号角，纪检监察青
年干部要准确把握省党代会对全面从严治党、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新部署新要求，
着力建设勤廉龙江，努力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和
发展环境，以过硬能力作风推动纪检监察工作
高质量发展。

张巍在向省纪委监委机关青年干部宣讲
省党代会精神时要求

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
奋进新征程再创新辉煌

本报18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邱丽
娜）18日，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杨博深入省委
党校（省行政学院），围绕学习宣传贯彻省第十
三次党代会精神，与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员代
表座谈。

杨博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在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认真落实省党代会部署要求，把个人理
想、拼搏奋斗融入龙江事业发展之中，在推动
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中展现新担当新作
为。他强调，要把政治过硬作为为政之魂，
以更强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
行力，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

向勇毅前行，做到对党绝对忠诚；要把能力过
硬作为履职之要，积极投身“能力作风建设
年”活动，在钻研业务、实践实战、攻坚克难中
练就高强本领，跑好振兴发展的“接力赛”；要
把作风过硬作为成事之道，贯彻党的群众路
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扬担当和斗
争精神，做起而行之的实干家；要把纪律过
硬作为立身之基，始终把纪律规矩挺在前
面，坚持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
用权，守住守牢拒腐防变防线，以忠诚干净担
当的实际行动，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留下无悔
的奋斗足迹，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
利召开。

杨博在与省委党校（省行政学院）中青年
干部培训班学员代表座谈时强调

努力成为堪当振兴发展重任的栋梁之才
在龙江奋进新征程再创新辉煌中建功立业

原省物资局处长、享受副省（部）长级医
疗待遇离休干部丁伦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22年5月6日，在哈尔滨逝世，享年98岁。

丁伦同志，1924年 3月出生，1938年 8月
参加革命工作，1939 年 10 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历任鲁中抗大学员，鲁中四支队政治部
宣传员，太宁县区妇救会会长，哈尔滨市香坊
区党总支书记，沈阳橡胶厂党支部书记，东北

局组织部干事，松江省人事厅科长，松江省委
工业部副处长，黑龙江省委基建部副处长，齐
齐哈尔市工业部副部长，黑龙江省物资局处
长。1983年11月离休。

丁伦同志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诚，是优
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她的一生，是革命的
一生，奋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
生。 省委老干部局

丁伦同志逝世

本报18日讯（路久宽 黑龙江日报全媒
体记者姚建平 孙昊）正值深入贯彻落实省第
十三次党代会精神、加快推进鹤城经济建设
赶超跨越发展之际，18日，齐齐哈尔市委市政
府召开全市企业发展大会，邀请近百位企业
家共商城市发展大计，表彰先进，鼓足士气，振
奋精神，进一步弘扬企业家精神，褒奖企业家
贡献，在全社会营造尊企、重企、爱企的良好
氛围。

大会对齐齐哈尔市功勋企业、齐齐哈尔市
功勋企业家、齐齐哈尔市经济发展突出贡献企

业、齐齐哈尔市经济突出贡献人物、齐齐哈尔市
经济发展贡献企业、齐齐哈尔市创业之星进行
表彰。宣布组建齐齐哈尔市装备制造产业联
盟、齐齐哈尔市食品产业联盟、齐齐哈尔市生物
经济产业联盟、齐齐哈尔市数字经济产业联盟、
齐齐哈尔市青年创新创业联盟，举行齐齐哈尔
市“企业需求服务中心暨市场主体成长服务平
台”“惠企政策一站式资讯平台”开通仪式，召开
专题讲座和企业发展论坛。

大会提议，将5月18日作为齐齐哈尔“企业
家日”，以一座城市的名义向企业家致敬。

齐齐哈尔向百位企业家问计发展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李爱民）为
支持科技企业应对疫情影响，降低科技企业融资
成本，持续开展创新活动，17日，哈尔滨市科技局
发布“关于申报2022年科技企业贷款贴息政策支
持的通知”，符合要求企业可随时申请，随时受理，
分批拨付，受理时间截至2022年12月31日。

依据《哈尔滨市应对疫情影响进一步支持
市场主体健康发展若干政策措施》，哈尔滨市将
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 2021年以
来通过商业银行贷款还本付息的，按照实际支
付利息的 50％，最高给予 100 万元的贴息支
持。每户企业可申报多笔贷款，已获得市财政

贴息的贷款不重复贴息。
据悉，申报企业须为2022年通过国家科技

型中小企业评价的企业，或有效期内的高新技
术企业（2022年应复审高企须在提报复审材料
后申请贴息）。同时，企业已按要求履行统计义
务。高新技术企业完成火炬调查、发展年报统
计填报义务，其中规上企业填报完成统计局研
发活动统计年报。此外，贷款资金应为商业银
行贷款，贷款资金主要用于企业开展新产品开
发及产能提升等科技创新活动。贷款须为企业
2021年 1月 1日以后签订贷款合同，并已按合
同约定完成还本付息。

@冰城科技企业 可申报最高百万贴息

本报18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
体记者付宇）18日，省政府新闻办公
室召开“1~4月黑龙江省外贸进出口
情况”新闻发布会。今年前 4个月，
全省综合保税区进出口总值16.51亿
元，增长 60%，我省综合保税区发展
处于高速增长阶段。

在发布会上，哈尔滨海关副关
长、党委委员朴明华就我省综合保税
区发展情况以及海关的支持措施回
答了记者提问。朴明华表示，综合保
税区实施的是“一线放开、二线管住、
区内自由”管理模式，具有开放层次
高、优惠政策多、功能齐全、手续简化
的特征。在我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
局的背景下，综合保税区发挥着连接
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重要
开放平台作用。

我省现有哈尔滨、绥芬河2个综

合保税区。2021 年，全省综合保税
区进出口总值 55.82亿元，同比增长
1.34倍。其中哈尔滨综保区进出口
总值 23.98 亿，增长 229.4%；绥芬河
综保区进出口总值 31.84 亿，增长
83.3%；今年前 4个月，全省综合保税
区进出口总值16.51亿元，增长60%，
我省综合保税区发展处于高速增长
阶段。

目前，哈尔滨海关已成立工作专
班，按照省第十三次党代会关于建设

“开放龙江”“构筑我国向北开放新高
地”的要求，紧紧围绕综保区加工制
造、研发设计、物流分拨、检测维修、
销售服务“五大中心”功能定位，助推
综保区引入全保税产业链条项目，推
动综合保税区高水平开放，助力龙江
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

今年前 4个月，我省对《区域全

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简称RCEP）
其他 14个成员国进出口 71.1亿元，
同比增长 40%，占我省外贸总值的
9.1%。在发布会上，哈尔滨海关副关
长高文宁就我省外贸企业RCEP享
惠情况以及海关在助力企业抢抓
RCEP机遇方面的举措回答了记者
提问。

高文宁表示，从具体国家看，前
4个月，我省与澳大利亚、新西兰、日
本和韩国进出口占我省与RCEP贸
易伙伴进出口规模比重分别为26%、
19.3%、13.8%和 11.9%；与老挝、澳大
利亚、缅甸、越南和菲律宾进出口同
比实现倍增。

RCEP的正式落地实施为我省
外贸企业带来了多重政策利好。一
方面，我省外贸企业可以享受双边关
税减免。另一方面，我省外贸企业通

关将更加高效。哈尔滨海关持续推
进RCEP政策在我省落地实施，助力
龙江企业抢抓新机遇。

在发布会上，哈尔滨海关副关
长、党委委员朴明华发布了《哈尔滨
海关促进外贸保稳提质 20 条措
施》。

在“保供应，助力国际物流安全
畅通”上，有5条措施；在“稳外贸，服
务龙江跨境贸易持续增长”上，有 6
条措施；在“优环境，打造高标准国际
化营商环境”上，有 5条措施；在“提
质量，建设高水平开放龙江”上，有 4
条措施。

下一步，哈尔滨海关将做好政策
宣讲和企业需求调研，确保相关政策
措施落地落实，推动“开放龙江”建
设，为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作出
新的贡献。

我省综保区前4月进出口总值增六成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奋斗是青
春最亮丽的底色，行动是青年最有效的磨砺。新时代的龙江青年，青春心向党，建
功新时代。团省委坚持以典型引路助推工作创先争优，着力构建“选、树、推、讲、
宣”五位一体工作机制，将青年人才尤其是数字产业、生物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人才选树宣传工作作为各级团组织的工作重点，融入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着力让
青年人才“冒”出来，青年典型“立”起来，青年榜样“活”起来，培养选树了一大批先
进青年集体和先进青年个人。他们勇挑重担，在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青
春征程中，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为广大青年作出了榜样，树立
了标杆！

即日起，本报开设《青年先锋耀龙江》专栏，集中展示龙江先进青年和先进青
年集体的典型事迹。

背着母亲去上学
访第26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刘羲檬

本报讯（仇建 李晏玮 黑龙江日
报全媒体记者栾德谦）“哈尔滨太平国
际机场欢迎您，请佩戴好口罩，保持一
米距离。”随着一声爽朗的声音，一台
人型立式机器人自动运行，“头顶”喷
着“白气”，遇到人群自动避障，在候机

楼里穿梭自如。这台设备便是哈尔滨
机场新引进的智能消毒机器人。

记者从哈尔滨机场了解到，为有
效减少作业人员与旅客接触，保证旅
客出行安全，近日，哈尔滨机场配置
了 5台“智能雾化消毒机器人”。工

作人员可以为机器人设定喷洒时间
和路线，遇到旅客或其他障碍物能够
自动避障，在候机楼正常消毒的同
时，确保不影响航班正常秩序。

此次智能消毒机器人的投入使
用，极大减少了机场人力资源及防

疫物资的投入成本，确保了候机楼
消毒工作保质保量、平稳有序开
展。“精准防控，严格落实”让旅客出
行更加安心。

哈尔滨机场上线智能消毒机器
人。 图片由受访单位提供

候机楼里来了消毒机器人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曲静）受疫
情形势影响，经哈洽会组委会研究决定，原定于
2022年6月15日~19日举办的第三十二届哈尔

滨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延期至2022年12月以
“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
中心举办。

第三十二届哈洽会延期至12月举办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彦

她，是孝老爱亲的模范青年，是品学兼优的三好学生，
是团结同学的学生干部，是感动无数人的“全国道德模
范”。她就是哈尔滨师范大学东语学院2019级朝鲜语专
业学生刘羲檬。

3岁起，她便用弱小的身躯扛起家庭的重担。她背着
母亲去上学，从小学到初中，从高中到大学，一背就是十九
年。

刘羲檬的事迹，不仅令全校师生感
动，更成为当代青年的榜样，形成引领
和辐射带动作用。

一路走来，她先后获得“全国道德
模范”“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中国大
学生自强之星”“全省孝老爱亲模范”

“黑龙江省美德少年”“感动龙江人物”

“全省优秀共青团员”等荣誉称号。
“这些既是荣誉也是鞭策，我将一

如既往地传承孝老爱亲精神，用自己的
故事去感染更多的青年人，用踏实的作
为去践行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带领更多
的青年崇德向善，为社会道德建设树立
优秀榜样，贡献青春力量。”刘羲檬说。

青春在磨砺中闪光
刘羲檬来自单亲家庭，母

亲瘫痪在床无法自理。3岁起，
她便开始照顾母亲的生活起
居。同龄人还在无忧无虑玩耍
嬉戏的年纪，她已经熟练地掌
握了洗衣、做饭、按摩、拔罐、理
发等各种技能。

她坚持天天为妈妈按摩，
每天凌晨爬起来给妈妈翻身、
盖被子。她用轮椅把妈妈推
拽到卫生间上厕所，每当此
时，小小的身体就会迸发出强
大的力量。

2018 年 9 月，刘羲檬升入

高三。她每天五点起床准备
早饭，带妈妈去卫生间洗漱，
然后赶第一班公交车去学
校。上学和放学的路上，她
拿出单词本背诵，不浪费一
分一秒。

中午放学，她总是第一时
间冲回家，带妈妈去卫生间。
然后做好午饭和晚饭，把晚饭
装在保温桶放在床边，再抓紧
返回学校。

晚上十一点半到家后，刘
羲檬先给母亲按摩半个小时，
常常是按着按着就睡着了。

小小“大家长”

无论生活多么不易，刘羲檬从未抱
怨，从未松懈。

2019年9月，刘羲檬成功考入哈尔
滨师范大学东语学院。她在学校附近
租了个小房，带着妈妈从大庆一起到哈
尔滨上大学。

刘羲檬没有放慢奋斗的脚步，把生
活安排得满满当当。她同时兼职几份
工作，贴补家用。为了回报社会和母
校，她积极参加团学工作，担任班级团

支书和学校易班工作站站长，在服务和
奉献他人中实现人生价值。

她认真学习，在班级始终名列前
茅，综合成绩多次满分。她努力汲取知
识，别的同学选 10门课程，她选 13门；
别人四年才能修满第二课堂学分，她仅
用了一年半的时间。

她在思想上同样要求进步，在
2021年 3月如愿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
共预备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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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羲檬和妈妈。 图片由团省委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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