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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上破冰 发展上行动
将机关“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推向深入
□张鑫宇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董新英

“关键少数”引领
“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开展以来，绥化市把“解放思想、
振兴发展”研讨作为推进机关“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深入开
展的前提和基础，制定了《全市“解放思想、振兴发展”研讨专
项工作方案》，成立了研讨专项工作组，专职专题抓推进，吹响
了“思想上破冰”的集结号，不断推动“解放思想、振兴发展”研
讨向纵深开拓，为全市转型振兴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思想引
领，
凝聚振兴发展磅礴力量。
截至目前，专项工作组分别召开了启动实施阶段总结评
估会、全面推进阶段调度会和学习宣传贯彻省第十三次党代
会精神视频会议，推动研讨专项工作有序有效开展。

坐专线 游北林

□文/摄 蒋宝栋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董新英

稻田美景。

扫清振兴障碍

营造浓厚氛围

解放思想、查找问题最忌搞花架 展需要各自干什么，还差什么、缺什
子 应 付、搞 形 式 走 过 场 ，绥 化 突 出 么，弄明白存在问题的根源是什么，
“实”
、力戒
“虚”，着眼全员参与，推动 还需要补什么、改什么，查清查实自
查摆整改，以思想解放为加快推进全 身存在的短板弱项，深入剖析问题根
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扫清障碍、打牢基 源，寻求破解之法。通过集中研讨活
础。
动，进一步解决与振兴发展不相适应
在省第十三次党代会召开前，市 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思路办法及
委书记张宝伟针对全市一些地方和 体制机制、工作效能、能力作风等方
部门存在的
“解放思想、振兴发展”研 面存在的思维惯性“强”、等靠思想
讨工作氛围不浓厚、全员参与不够、“浓”
、机遇意识
“差”
、作风积弊
“深”
、
问题查找不精准等问题，亲自研究谋 担当精神“弱”、官本思想“重”、动手
划，市委决定以学习宣传贯彻省第十 能力
“低”的突出问题，大力弘扬敢闯
三次党代会精神为引领，对标推动绥 敢试、敢为人先的精神，锤炼埋头苦
化高质量发展，围绕“思想观念怎么 干、攻坚克难的作风。在通过前期集
变、短板弱项怎么补、振兴发展怎么 中研讨和查摆问题的基础上，5 月 21
干”，在全市开展
“解放思想促进高质 日，市委常委班子率先垂范，召开了
量发展”
研讨活动。
“解放思想促进高质量发展”集中研
5 月 3 日，市委常委会讨论通过 讨剖析会，班子成员通过把自己摆进
集中研讨活动的《实施方案》。要求 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深
各级班子和党员干部，立足本地本部 刻反思剖析了自身在思想、能力、作
门工作定位和岗位职责，对标省党代 风和工作上的差距和不足，进一步明
会确定的目标任务，进行深入剖析， 确了“怎么抓、怎么改、怎么干”的努
见人见物见思想，搞清楚助力振兴发 力方向。

为了进一步营造浓厚氛围，绥化市县两
级媒体统一开设了机关
“能力作风建设年”专
题专栏，及时宣传省市工作部署要求，全面报
道各地各部门推进情况。
以“我们的新时代”为主题，面向新媒体
人士、新的社会阶层和网络达人，开展省第十
三次党代会精神进网络微视频作品大赛活
动，用自媒体讲述展示绥化学习贯彻省党代
会精神的成果成效。并将陆续推出微视频作
品 500 部，矩阵式展播 200 部，形成网上党代
会精神宣传强势。
绥化市 委 宣 传 部 部 长 张 跃 文 表 示 ，绥
化将按照省委要求，着眼学习宣传贯彻省
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聚焦绥化高质量发
展，全力推动“解放思想、振兴发展”研讨工
作走深走实，为绥化奋进新征程，再创新辉
煌提供思想支撑。

稻田如画

日前，一辆悬挂着“悠
游北林，我来游”主题条幅
的旅游专线车停靠在绥化
市火车站的起始站，游客们
按照疫情防控要求有序排
队 ，等 候 乘 车 。 穿 着 红 色
“马甲”的陈烨是绥化市北
林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组
织委员，这一天她当起了旅
游宣传员和志愿者。
“ 这 趟 旅 游 专 线 是 115
路，是金龟山庄景区四季游
的专线，而这条专线只是今
年我们局设定的四条旅游
线路之一……”陈烨一边组
织游客上车，一边介绍。
暖风吹着新绿的树枝，
远处的大地里穿梭着农业
机械，车辆行驶在洁净的路
面上，道路两侧的树叶在微
风中向游人“挥手致敬”，美
丽的田园风光尽收眼底。
游客吕朋涛拿起手机拍摄着沿途的美景，
录制小视频。
“ 今天心情不错，坐这条到金
龟山庄景区的旅游专线，一路风景非常漂
亮，到处绿油油的，非常好。”吕朋涛喜悦的
心情溢于言表。
一路美景相伴，很快来到了素有滨北
“小太阳岛”美誉的金龟山庄景区。在这
里，草木葱茏，鸟语花香，融合了旅游、娱
乐、餐饮、住宿等多种元素的旅游景区，让
人心旷神怡、流连忘返。游客们走在民俗
特色的甬道上听着景区的讲解，每个人都
流露出欣喜的笑容。
“这里的风景特别好，是旅游拍照的好
地方。”游客赵辉一边忙着拿手机打卡自
拍，一边告诉记者。
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
在滨北正大稻田公园，一幅农耕美景在这
里展现。另一个线路的旅游专线车载着游
客缓缓驶入，游客李丽梅是第一次来这里，
看到这样的美景，她跑下车张开双手拥抱
大自然的“馈赠”。
“真的太美了，真想不到
咱们北林区还有这样的好地方。”李丽梅热
情洋溢地道出了稻田公园的
“农韵”之美。
青翠欲滴的秧苗与四溢的花香，将这
里装扮得如诗如画，造型各异的卡通画，别
具一格的栈道，清澈见底的溪流，微风吹着
五彩斑斓的风车，一股诱人的农家菜香飘
过，美哉，乐哉。
“我们稻田公园在农业观光打造上本
着原始化与现代化相结合、趣味性与融入
性相结合、体验与游玩相结合等方式，建设
滨北地区最大的农业观光游玩圣地。”滨北
正大农业集团稻田公园总经理任秀波介绍
建园宗旨。
微风飘过，花香弥漫在空气里，走在公
园里的田间小路上，欣赏着田园风光，经常
到这里来游玩的刘立军说出了自己的感
受：
“ 咱们北林主要是农业，这里把农业与
旅游进行有机结合，而且每年都有新花样，
确实是值得游玩的好地方，我每年都来很
多次。
”
北林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副局长吕军
说，北林区坚持创新发展理念，把旅游业作
为重要产业来建设与发展，着力引进社会
资本，大力开发本地旅游资源，近几年来建
设了以
“寒地黑土、悠游北林”为主题，以绥
化科技馆为起点，连通河夹芯子万亩水稻
生态观光带、正大农业文化产业园、黑土绿
之源、永安满族镇八旗别院、金龟山庄等地
的旅游线路。打造了颐养生态、农业观光、
民俗美食等具有北林特色的旅游品牌。
截至目前，北林区现有 AAA 级旅游景
区 1 个，AA 级旅游景区 1 个，A 级旅游景区
2 个，
乡村旅游示范点 2 个。

绥化市各级班子特别是市级四个班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核心区、发展
子，带头开展“解放思想、振兴发展”研 “四个经济”
、抓好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
讨，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 加强能力作风和党的建设等七个方面，
对
批 示 精 神 引 领 思 想 解 放 ，推 动 振 兴 发 学习贯彻省党代会精神作出部署，
为推动
展。目前，绥化市委常委会开展
“第一议 省党代会精神在绥化落地见效提供了指
题”
学习 14 次，
深入系统学习了习近平总 导遵循。同时，
张宝伟带头深入基层宣讲
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和重要理论 省党代会精神，目前，结合调研和指导重
文章 31 篇。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集 点工作开展宣讲 4 次，
为全市党员干部学
中研讨 6 次，撰写学习体会文章 116 篇， 习宣传贯彻省党代会精神作出表率。
县处级党委（党组）开展集中学习 220 次，
在各级班子主要领导的带动下，各
坚决拥护
“两个确立”
、
做到
“两个维护”
。 级领导干部围绕
“破除十个方面思想、强
市委主要领导率先垂范。省第十三 化十个方面意识”，聚焦推动高质量发
次党代会结束后，绥化市委书记张宝伟 展、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防范化解重大风
第一时间主持召开常委会，组织学习传 险挑战等三个方面 26 个专题，开展学习
达省党代会精神，从把握省党代会精神 研讨、调研查摆、整改攻坚，以实际行动
实质、对标“六个龙江”建设任务、打造 践行宗旨、服务发展。

五月的北林，杨柳细雨、蓝天白云皆如诗。种植户们手捧着秧
苗，播种下丰收的希望。
董玉铭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董新英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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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冈

建项目壮产业
做好三篇大文章
□宋伟东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董新英
青冈县坚持将机关
“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作为
重要政治任务，牢牢聚焦市委工作部署要求，突出重
大产业项目攻坚，努力做好改造升级
“老字号”
、深度
开发
“原字号”
、培育壮大
“新字号”三篇大文章，持续
建项目、壮产业、优环境，不断强化经济发展后劲支
撑。
坚持不懈抓项目生成。实施产业链链长制，精
心绘制产业链招商图谱，突出领导带头、以商招商、
以情招商，着力引进延链补链强链项目。本轮
“招商
之冬”活动以来，共签约项目 10 个，集中开工项目 20
个。同时，对上级支持企业发展的各类政策进行了
集中梳理、汇编成册，围绕关键领域、短板弱项和支
持方向，找准切入点和对接点，积极争取资金、政策
和项目支持，累计争取老旧小区改造、林业草原生态
修复治理等项目 20 个，
到位资金 5.04 亿元。
全力以赴抓主导产业。立足资源优势和产业基
础，着力构建以玉米产业为支柱，工业大麻、生猪为
主导，鲜食玉米等为补充的“1+2+N”现代产业体
系，持续壮大产业集群、延伸产业链条。玉米产业以
亚洲单厂最大的玉米淀粉精深加工企业龙凤玉米公
司、国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京粮集团为核心，先后
引进加工及配套企业 14 户，开工建设了 29 个项目，
玉米加工能力达到 300 万吨，年产玉米淀粉 180 万
吨，淀粉转化能力 30 万吨，2021 年实现产值 92 亿
元，今年将重点推进 L—乳酸、赤藓糖醇等项目。工
业大麻产业以全球最大亚麻、工业大麻纺纱企业金
达集团为核心，先后引进建设下游链条企业 15 户，
麻纺年加工能力可达到 6 万锭，占全国市场份额的
10%左右。2021 年，工业大麻产业实现产值 10.65 亿
元，今年将重点推进供应链配售中心、精纺低支纱加
工等项目。生猪产业以国家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
业铁骑力士集团为核心，共同打造青冈“国际优食
谷”。全县生猪屠宰能力达到 80 万头、熟食加工能
力达到 3 万吨。2021 年，生猪产业实现产值 22.6 亿
元，今年将重点推进铁骑力士集团 200 万头生猪智
慧屠宰和冷链项目。
集中精力抓发展环境。完善营商环境法规制度
体系，落实各项纾困惠企政策，提高服务意识和能
力，做实做细包联服务，做到企业有求必应、无事不
扰，构建新型亲清政商关系。
在打造硬环境上，规划建设了总面积 42.36 平方
公里的青冈经济开发区，目前启动面积 20.67 平方公
里，总体达到“七通一平”标准，入驻企业 105 户，安
置就业近万人。2021 年青冈经济开发区工业总产
值实现 110.21 亿元。
在营造软环境上，实行县处级干部联系重点企
业、驻企秘书驻厂服务工作机制，帮办代办审批手
续，协调解决实际难题，确保快速建设、健康运行、发
展壮大，在青冈，
“企业没有办不成的事”已经成为企
业家的普遍共识。特别是帮助企业积极克服疫情不
利影响，累计减税降费 6400 万元，建立点对点员工
输送通勤机制、帮助 4800 余名员工及时返厂，协调
省应急厅帮助嘉丰公司销售产品和建设储备库，为
金安热电公司协调煤炭 4 万吨。

安达经济开发区

进企宣传 推动
省党代会精神落地见效
□张睿格 孙雨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董新英

明水 小菜园种上订单黏玉米
本报讯（高伟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董新英）
“今年
的小园被预定了，这不都种上了黏玉米，签了订单。”日
前，在明水县双兴镇双合村张德全家的小园里，五六名村
民辛勤地劳作着，笔直的长垄精耕细作，村民们有的刨
坑、有的浇水、有的点籽覆土，身后的村民为田垄覆盖上
白色薄膜。
为了巩固脱贫成果，助力乡村振兴，日前与黑龙江松
明食品有限公司洽谈，
251 户脱贫户及监测户与这个公司
签订了小菜园黏玉米种植合同。公司先期提供种子、
化肥
及种植技术，
成熟黏玉米由公司按照达标要求保底价格收
购，
同时扣除种子及化肥款，
剩余部分就是农户的纯利润。
“我家的小园面积老大了，每年种蔬菜都吃不了，想
种点增收的蔬菜自己又不能上县城去卖，这下种黏玉米
就能挣钱，真的太好了。”东双村村民邢宝春高兴地说。
据了解，在双长村、东明村、双利村等村，很多农户家中的
小园都陆续种上了黏玉米。
目前该镇各村已经组织、帮助脱贫户及监测户种植
完成签订合同的小菜园黏玉米 262 亩，预计每户每亩小
菜园可增收 1600 元。
小园种上黏玉米。
高伟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董新英摄

连日来，在安达北大荒米高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的车间内，工人们加班加点忙着生产。当前正值农
业生产重要时期，北大荒米高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切
实扛起农资供应
“主渠道”职责，年初以来，生产钾肥
7 万余吨，全力保障农资供应充足，彰显着国企担
当。安达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入企宣传省第十三次党
代会精神，北大荒米高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对今后的
发展有了更明确的规划。
安达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认真学习贯彻落实
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
以实干担当凝聚奋进力量，
全
力打造省级标杆园区，
推动省党代会精神落地见效。
“省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要‘着力建设创新龙
江、坚持以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为我们企
业指明了发展的方向，我们将深入贯彻省党代会精
神，牢固树立‘安全生产、绿色发展’的理念，争当北
大荒集团直属企业发展排头兵，持续加大科技创新，
为实现黑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不懈努力。”安达
北大荒米高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学彬说。
安达北大荒米高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打造
全国最大钾肥生产基地，以引进国内先进的工业自
动化技术作为支撑，生产过程力争做到智能化监控，
通过提升机械设备自动化水平，实现了提高质量、降
低消耗、安全环保的目标。为切实贯彻好省党代会
报告中提出的
“坚定不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培
育壮大振兴发展新动能”的要求，推动先驱企业发
展，安达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将北大荒米高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和黑龙江佳宜宏大列为传达精神的第一批
企业，与企业共同学习省党代会精神，了解企业生产
情况和发展规划，切实将省党代会精神转化为为企
服务的实际行动，
推动省党代会精神落地见效。
安达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结合安达经济社会发展
实际，精心谋划，强力推动园区规划、产业定位、项目
入区、基础设施、科学管理、体制机制改革、优化服务
等工作顺利开展，全力打造环境优美、承载力强、绿
色可持续发展的“花园式开发区”，力争为市域经济
发展贡献积极力量。
“作为一名党员干部，我将以省党代会精神为引
领，以实现安达市确立的
‘一个突破、两个翻番、三个
高于、四个争创’经济社会发展总体目标为出发点，
带领开发区全体党员干部齐心协力、不懈奋斗，全力
推动石油化工、乳肉食品、商贸物流、新型能源
‘四个
百亿级’主导产业链条不断延伸，加快构建现代产业
体系，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生物经济，着力打造经济
发展新引擎，形成质量引领、多点支撑、多业并举、多
元发展的产业发展新格局，把安达经开区打造成我
省标杆园区，为安达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安达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刘兵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