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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未来

着力打造 数字经济、
生物经
济、冰雪经济、创意设计 四个经
济发展新引擎，实现“换道超车”跨越
发展

习近平主席引领金砖国家合作、推动全球发展述评
了构筑伙伴关系、实现共同发展的宏伟目
标走到了一起，为了推动国际关系民主
志合者，
不以山海为远。
化、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走到
6 月下旬，金砖国家合作再次迎来高 了一起。
”
光时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北京主持
2013 年 3 月，习近平作为中国国家主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全球发展 席首次在国际多边舞台亮相，即是在南非
高层对话会，以视频方式出席金砖国家工 德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
彼时，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尚处于起步
商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2013 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主持或出席 发展阶段。这样一个由新兴市场和发展
金砖国家领导人历次会晤，为引领金砖国 中国家组成的多边合作机制，如何在世界
家合作贡献中国智慧，为推动全球发展注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担当时代作为？
习近平主席为金砖国家团结合作指
入中国动力，在金砖国家合作进程中留下
深刻的“中国印记”。时光荏苒，记录下中 引方向：
“ 我们要用伙伴关系把金砖各国
国领导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辉 紧密联系起来，下大气力推进经贸、金融、
煌篇章。
基础设施建设、人员往来等领域合作，朝
“把金砖国家合作伙伴关系发 着一体化大市场、多层次大流通、陆海空
大联通、文化大交流的目标前进。
”
展好，把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建设好”
以元首外交为引领，以深化伙伴关系
“我们来自世界四大洲的 5 个国家，为 为着力点，习近平主席不断推动金砖国家

□新华社记者

合作机制走深走实——
2014 年 7 月，在巴西福塔莱萨，习近
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
砖国家合作伙伴精神，强调金砖国家合作
蓝图就是“发展金砖国家更紧密、更全面、
更牢固的伙伴关系”
。
2015 年 7 月，在俄罗斯乌法，习近平
主席提出构建维护世界和平的伙伴关系、
促进共同发展的伙伴关系、弘扬多元文明
的伙伴关系、加强全球经济治理的伙伴关
系四点主张。
“ 四大伙伴关系”定位，为金
砖国家未来合作提供了新思路。
2016 年 10 月，在印度果阿，习近平主
席总结金砖国家合作 10 年经验，提出要继
续扩大和巩固金砖国家“朋友圈”，保持开
放、包容，谋求共同发展。
金砖国家合作第一个 10 年，是集中精
力谋发展的 10 年，也是坚持不懈深化伙伴
关系的 10 年。

正所谓交得其道，千里同好，固于胶
漆，坚于金石。
金砖五国国情不同，但对伙伴关系、
繁荣发展的追求是共同的。
牢牢抓住这一“最大公约数”，发扬金
砖国家合作伙伴精神，金砖国家合作日趋
紧密，并相继同非洲国家领导人，南美国
家领导人，欧亚经济联盟、上海合作组织
成员国、观察员国及受邀国领导人，
“环孟
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成员国
领导人等展开对话，
“ 朋友圈”不断扩大，
持续凝聚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的力量。
理念指引行动。从无到有，从小到
大，金砖国家合作逐步形成涵盖政治、经
济、金融、贸易、社会、人文等多领域、多层
次、全方位的架构。新开发银行、应急储
备安排机制、工商理事会、智库理事会等
合作机制启动，一批务实合作成果相继落
地生根、开花结果。
（下转第四版）

表彰在冬奥会上为中国代表团作出突出贡献城市

中国奥委会授予七台河
“奥运冠军之城”奖杯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赵
宇清）近日，中国奥委会决定授予七台河
市“奥运冠军之城”纪念奖杯，以此表彰
在冬奥会上为中国体育代表团作出突出
贡献的城市，并激励全国更多城市更加
重视冰雪运动，把业余训练基础做得更
加扎实、高效。
七台河市一代又一代体育人顽强拼
搏、不懈奋斗，先后涌现出杨扬、王濛、孙
琳琳、范可新等 10 位短道速滑世界冠军，
其中王濛在温哥华 2010 年冬奥会上 1 人
独夺 3 枚金牌。8 块冬奥会金牌、177 枚

世界级金牌、535 枚国家级金牌、16 次打
破世界纪录记载着七台河体育健儿傲人
的成绩。
这 座 城 市 拥 有“ 敢 为 人 先 ，争 创 一
流”的冠军精神，20 世纪 70 年代，热爱滑
冰事业的孟庆余教练白手起家，顶着零
下四十摄氏度的严寒，坚持每日凌晨浇
冰带队训练。他培养出了张杰、杨扬、王
濛、孙琳琳、范可新等多位世界冠军，为
这座城市短道速滑事业奠定了基础。
这座城市拥有大量的短道速滑后备
人才。七台河市采取体教融合方式，建

立了由特色文化学校、初级班、青少年滑
冰业余体校基础班、重点班的特色培训
机制。目前七台河市已创建短道速滑特
色校 11 所，在训运动员达 500 余人。截
至 2021 年末，在全国短道速滑项目注册
运动员中，七台河市注册人员达 1300 余
人，居全国各城市榜首。
这座城市拥有发展体育事业的巨大
热忱。七台河市委市政府对发展体育事
业高度重视，并给予了大力支持。在七
台河，孩子们不仅学习短道速滑免费，而
且还有校车免费接送。今年 3 月，短道速

滑运动发展基金正式设立，14 家企业积
极响应，目前首批募集资金已超过 2000
万元。基金除用于资助生活困难的运动
员和教练员外，还将用于举办重要的体
育赛事和体育事业发展。
中国奥委 会 希 望 七 台 河 市 继 续 发
扬北京冬奥精神和中国体育的光荣传
统 ，进 一 步 提 升 竞 技 体 育 综 合 实 力 ，提
高为国增光能力，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参
与体育运动的热情，为推进奥林匹克运
动发展和加快建设体育强国作出更大
贡献。

7张
“靓照”锁定野生东北豹

培育壮大航空航天、
电子信息、新材料、高
端装备、农机装备 等五

构建
“4567
4567”
”
现代产业
体系

个战略性新兴产业，
推进新
旧动能转换
加快推进 能源、
化
工 、食 品 、医 药 、汽
车、轻工等六个传统优
势产业向中高端迈进，
实现提质增效

加快推进 信息服务、
现代金融、
现代物流、服务型制造、旅游康养、
养老托育、文化娱乐等七个现代服务
业发展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董盈）日前，
省政府发布了《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黑龙
江省产业振兴行动计划（2022—2026 年）》
（以下
简称《行动计划》）。
《行动计划》提出，高质量构建
起“4567”现代产业体系，打造 100 条以上重点产
业链，形成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优势产业集
群，力争到 2026 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迈上 2 万亿
新台阶。
《行动计划》提出，着力打造数字经济、生物经
济、冰雪经济、创意设计四个经济发展新引擎，实
现“换道超车”跨越发展；培育壮大航空航天、电子
信息、新材料、高端装备、农机装备等五个战略性
新兴产业，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加快推进能源、化
工、食品、医药、汽车、轻工等六个传统优势产业向
中高端迈进，实现提质增效；着力推动服务业结构
优化，加快推进信息服务、现代金融、现代物流、服
务型制造、旅游康养、养老托育、文化娱乐等七个
现代服务业发展。力争到 2026 年，全省地区生产
总值迈上 2 万亿新台阶，三次产业结构实现优化
升级，其中二产占 GDP 比重达到 1/3 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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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产业区域布局，
《行动计划》指出，实施区
域振兴计划，推动生产要素向重点地区集中、产业
集群向重点园区集聚，优化产业布局，加快构建优
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动力系统，促进区域经
济协调发展。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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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思卿同志遗体在京火化

今日看点

“李小样儿”回乡创业
“打样儿！
”

哈尔滨至莫斯科货运包机
增至每周 7 班

本报讯（刘智 孙大海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马一梅
李健）
“体毛金黄鲜艳，背部斑点清晰，尾巴翘起摇晃着，一只
东北豹悠闲地穿行于山岗上的丛林中，好像身着漂亮服装的
‘模特’，高傲地进行着‘时装走秀’。”6 月 11 日 18 时 30 分，东
北虎豹国家公园东京城局桦树保护站野外监测相机拍摄到
一只野生东北豹活动影像，这是东京城局自 2020 年启用天
地空监测系统，
首次拍摄到野生东北豹。
视频中，这只“萌豹”紧靠树木“方便”后，悠然起身。视
频显示，这只东北豹体长 0.8~1.4 米，尾长 1 米左右，体型健
硕，步伐矫健。
随后两天，位于虎豹公园东京城分局桦树保护站骆驼河
子沟和小梨树沟设置的 6 台野外相机分别于 12 日 3 时 28 分、
18 时 40 分、22 时 49 分，13 日 0 时 39 分、16 时 51 分、18 时 53 分
6 次拍摄到野生东北豹影像。据现有资料推测，7 次拍摄影
像系同一只成年雄性东北豹。
图片由红外监测相机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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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大集团&
华大集团
&大兴安岭

寒地生物产业未来已来

我省首个县域博士后工作站启动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吕晓艳）近日，黑龙江大
学贾向前、刘洋两名博士正式入站勃利经济开发区博士后科
研工作站，这也标志着我省首个县域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正式
启动。
贾向前、刘洋将以勃利县中药材黄芩苷提取、蓝靛果精深
加工、食用菌增产增收等特色产业为科研方向，为产业园区提
供科技和智力支撑，助力勃利县生物制药、中草药产业健康快
速发展。
日前，贾向前、刘洋深入勃利县大四站镇吉祥村农民龚守
道的天护木耳合作社的黑木耳种植基地，
对黑木耳等产业进行
了实地调研。贾向前说：
“我们现在根据课题组一个团队的研
发技术，
大力研发新型黑木耳，
使它的质量更优，
让农民增收。
”
黑大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张彦龙表示，近几年课题组在
黑木耳菌种自然选育、杂交育种及其标准化栽培技术方面取
得了可喜的成绩，高产高筋的“西藏 6 号”菌种，试种产量连续
多年达到每袋 1.5~1.7 两；与正常菌种相比，产量高 35%，子实
体泡发率提高 30%以上；染菌率控制在 3%以内；口感更佳，总
体品质更好等技术优势。另外，又新增了 3~4 个优良黑木耳
杂交品种，明年有望加大推广试种面积；组织制定了《蓝靛果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并已经开始正式实施；在药用植物黄芩、
刺五加等种子种苗培育、深加工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绩。

接地气 有底气 长才气
□张瑜
两名博士的进驻，启动了我 药、中草药产业健康快速发展。
省首个县域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可以想见，促成博士进驻县
为人才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和农业 域科研工作站需要县域与人才的
产业化再添助力。
双向奔赴。在近年来愈演愈烈的
对口，是两博士进驻的直接 “抢人大战”中，县域经济要拿出
原因。这两名博士的科研方向是 与头部城市相比具有差异化竞争
勃利县颇具特色的中药材黄芩苷 力的优势，让充满希望的事业吸
提取、蓝靛果精深加工、食用菌增 引到人；科研人才也在寻觅最适
产增收等产业发展方向。
宜研究成果取得突破、实现转化
对口专业+特色产业，双方 的沃土。二者相互吸引、相互激
一拍即合，高端人才加盟为该县 励、相互成就，才是美美与共的创
产业园区提供科技和智力支撑， 新龙江应有之意。
如千里马找到广袤草原，先进的
我们既欣喜于高端人才凤栖
科研成果也将助力勃利县生物制 梧桐，为我省产学研深度融合打

样，又对特色产业加持拉动区域
经济的未来充满期待。我省正在
实施的八大振兴计划其中之一就
是区域振兴计划，作为基础行政
单元，县城一度成为培养人才“走
出去”的基地，如今收获人才反哺
令人欣慰。
愿更多的人才用他们的才
气，俯下身子接地气，汇聚龙江振
兴发展的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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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振东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哈尔滨举行
本报 21 日讯（黑龙江日报全
媒体记者王晓丹）黑龙江省第七、
八、九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安振东
同志因病于 6 月 19 日 5 时在哈尔
滨逝世，享年 92 岁。21 日上午，安
振东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哈尔滨
天河园殡仪馆举行。
省领导杨博等前往送别。
安振东同志系河北唐山人，
1930 年 9 月出生，1951 年 8 月参加
工作，曾任铁道部东北办事处电
务部见习技术员、齐齐哈尔铁路

局电务处技术员、工程师，哈尔滨
新生开关厂技术科技术员、哈尔
滨市整流设备厂副厂长、工程师，
哈尔滨市二轻局总工程师，黑龙
江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九三学社
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省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全国人大代表，2003 年
12 月退休。
安振东同志信仰坚定，求真务
实，襟怀坦荡，光明磊落。他为我
省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作出了积极
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