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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6 月 25 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庆祝香港回归祖国 25 周年大会暨香港
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

发展到当地山野菜、桦树茸、蜂蜜等多种
农产品，并在电商平台开设了网店，产品
线上销量占了全部销量的一半。
电商销售不仅为赫哲人打开了新思
“乌苏里江来长又长，蓝蓝的江水起
还让他们看到了好
“钱”
景。更多的人意
波浪。赫哲人爱上互联网，直播带货营销 路，
识到
“一根网线+特色产品”
的商业潜力。
忙……”
“乡里请来电商运营专业老师给我们
郭颂那首描写赫哲人生活的《乌苏里
船歌》传遍全国，60 年后的今天，在熟悉的 培训，拓展了我的眼界！”赫津谷物合作社
旋律下，
赫哲人歌唱出新时代的幸福生活。 理事长王福忠说。他开始是用微信朋友
“鱼罐头、鱼松、鱼干……全是我们自 圈发布水稻种植、生长、收割的图片和小
己做的，鱼是乌苏里江打捞上来的，纯绿 视频宣传品，购买他种植大米的人渐渐多
色！”在饶河县四排赫哲族乡四排赫哲族 起来。
爱折腾的王福忠不满足于简单的朋
村黑龙江赫香鱼产品公司，黄维玲一边忙
着发快递一边介绍着特色产品。
“2016 年， 友圈销售，他与网红“咖啡姐”合作直播带
我们搞旅游节，当时我和十个姐妹支起一 货，日常接单已达 500 公斤以上，成功借助
口大锅炒鱼毛，没想到卖得特别好，尝到 网络将自己种植的大米推向市场。
触“网”的赫哲人思路越来越开阔：将
了甜头！”黄维玲说，转年她就组织大伙入
自家的房子收拾打扫一新，把过去的老物
股成立了公司，
注册了商标。
目前，赫香公司经营的食品由鱼制品 件都找出来，将家常菜端上来，妥妥的赫

杨启坤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潘宏宇

哲风情游。
在四排赫哲族村，于春文家的“渔家
乐”
远近闻名。
“以前村里人都以打渔为生，
当时交通不便，
人进出困难，
天天为卖鱼发
愁。
”
有着烹饪手艺的于春文转变思路，
借着
旅游热在四排赫哲族村开了“渔家乐”民
宿。他烹饪的鱼味道鲜美，每年旅游旺季
不少外地游客点名吃他家的江水炖鱼。
慢慢地，
“ 渔家乐”成为当地招牌，在收获
好口碑的同时，于春文的“钱袋子”也鼓了
起来。
于春文还不断钻研食鱼技艺，传承赫
哲文化，获得第三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赫哲族食鱼习俗代表性传承人”称

号，越来越多的食客和游客慕名前来，
“渔
家乐”
已成为村里响当当的
“名片”
。
近年来，四排赫哲族乡党委政府积极
谋划，探索“人才引领+旅游产业”新模式，
特邀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专家为
旅游发展出谋划策，确定了以“民俗、生
态、冰雪”为主题的旅游发展思路，大力发
展界江游、生态游、赫哲风情游、冰雪游等
项目，
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饶河县四排赫哲族乡依托“一首歌、
一条江、一民族”，积极探索“农业+旅游+
文化”的赫哲风情农旅文融合发展新模
式，将赫哲的民族特色品牌推向更广阔的
空间。

我们的新时代

1~5 月我省技改投资增幅全国第三
同比增长超 70%，创近年同期最好水平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孙
铭阳）1~5 月份我省技改投资同比增长
70.7%，高于全国工业技术改造投资增幅
54.7 个百分点，位列全国第三位，东北三
省第一位，是近年同期最好水平。这是
记者在 23 日下午召开的全省千企技改
推进大会上获悉的。
今年以来，在全省大力实施产业振
兴、狠抓项目建设的浓厚氛围下，各地

抓 技 术 改 造 工 作 热 情 高 涨 ，技 改 工 作
取得积极成效。今年全省工业技改施
工 项 目、新 开 工 项 目 和 投 资 亿 元 以 上
项目数量均实现较快增长，1~5 月份，
全省投资 500 万元及以上技改施工项
目数增长 41.8%，其中新开工项目数同
比增长 136%；投资亿元以上项目数同
比增长 38.2%。
聚焦抓好技术改造，省工信厅制定

并印发《黑龙江省千企技改专项行动方
案》，引导以高端化、数字化、绿色化、服
务化、安全化改造为主攻方向，推动企业
采用先进适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
新模式实施技术改造，提出 2022~2026
年每年滚动推进千户企业实施技术改
造，全省企业技术改造投资年均增长达
25%以上，到 2026 年技改投资占工业投
资比重达到 25%以上。

全省千企技改推进大会的召开标志
着全面启动全省千企技改专项行动。下
一步，全省工信战线将深入贯彻落实省
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坚定不移地按照
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以产业振兴计划
为引领，聚焦加快构建“4567”现代产业
体系，引导支持企业加大技术改造投资
力度，助力企业提质增效扩能，助推我省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院士回
“家”搞研发
“与刘合院士团队的合作，有着深厚的基础，
可以说是水到渠成。”大庆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企
业技术专家郭军辉对记者说。
作为我国采油工程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刘
合院士率领团队创建了采油工程技术与管理“持
续融合”工程管理模式；攻克了精细分层注水、油
气储层增产改造等一系列采油工程关键技术；解
决了尾矿资源最大化利用和低品位储量规模效益
开发的重大难题。
在调入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之前，
刘合院
士曾在大庆油田工作了 27 年，
对大庆有着很深厚的
感情。去年 7 月，
刘合院士、
朱如凯教授成功揭得我
省第一批
“揭榜挂帅”
重大科技攻关项目榜单。
近几年，大庆油田与刘合院士在黑龙江省重
点实验室建立、中国工程院重点咨询项目立项等
多个领域已有良好的合作基础，刘合院士团队多
次深入油田相关企业，服务企业，为陆相老油区的
高质量、高效益开发作出了重大贡献。
基于为老油田持续发展贡献力量的共识，今
年 3 月，
“陆相老油区可持续发展技术研究院士工
作站”成立，院士团队 10 名专家、油田 9 位技术专
家，开始着手攻克“高含水老油田开发新技术研
究”领域技术难题。

给油层做 CT
油田开采 60 多年，好吃的、易吃的资源吃完
了，剩下的那些难动用的
“边际储量”怎么办？
“特高含水期油田剩余油高度零散，精准定位
剩余油是实施精准开发战略、延长老油田寿命的
关键，需要高精度地质模型和高精度数值模拟支
撑。”大庆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进站技术人员付宪
弟说。
创立 3 个多月的院士工作站工作团队，正在攻
关这一难题。
要想实现精准“拿油”，
“ 地下地图”必不可
少。如何把地下信息真实、实时传上来？院士工
作站正在开展的“高精度 CT、NMR 原位在线驱替
扫描和数字渗流模拟”技术，可通过精准定位给油
层做 CT，对岩心、孔隙等多尺度渗流规律进行定
量研究，从而创建后油藏智慧地质和渗流理论，为
深度开发提供理论指导。
（下转第三版）

货贸快增
据绥芬河海关统计，今年前 5 个
月，绥芬河口岸外贸保持良好势头。

货物贸易进出口
总值 83.2 亿元人民币
比去年同期增长 32.4%
出口 39.2 亿元
同比增长
69.7%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如今遍布大庆各处的“磕
头机”采出的并不是滚滚油流，
而是油水混合物，
有
人说是“水”更准确——大庆油田综合含水率已在
95%以上：
采出 1 吨，
950 公斤是水，
只有 50 公斤油。
剩余油高度分散，
开采难度越来越大。目前我国高
含水老油田的储量和产量均占三分之二以上。
如何创新发展高含水老油田高效挖潜技术，
保持持续稳产？如何实现资源的有序接替？如何
培养可持续发展方向的科技创新团队及领军人
才？
为解决这一连串的问题，今年 3 月，大庆油田
引入“陆相老油区可持续发展技术研究院士工作
站”，与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合及其团队联合攻关，
突破制约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勇闯创新“无人
区”
。

进口 44 亿元
同比增长
10.7%。

探访院士工作站系列报道之五

乌苏里船歌的时代新曲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赵吉会

刘合团队 给老油区配上 新﹃采技﹄

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出版

26 日

龙头新闻客户端

2022 年 6 月

中共黑龙江省委机关报

习近平将出席庆祝香港回归
祖国 25 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
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

省总河湖长 6 号令发布

治理侵蚀沟保护黑土地

图为绥芬河铁路口岸换装作业区。
图为绥芬河铁路口岸换装作业区
。
范东辉 张金龙 黑龙江日报全媒
体记者 杜怀宇摄

经营有退税，贷款有贴息，消费有补贴……

大庆 10 项举措稳经济促发展
本报讯（戴小民 黑龙江日报全媒
体记者李民峰）近日，大庆市人民政府
发 布《大 庆 市 稳 经 济 促 发 展 抓 落 实 若
干政策措施（试行）》，围绕政策的快速
落 实、叠 加 促 进、错 位 激 励、支 持 重 点
领域等方面，出台 10 项措施稳经济促
发展，务求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双战
双赢”。
在快速退税方面，符合条件企业申
请增值税留抵退税、企业所得税汇算清
缴退税，从受理到退税返还至企业账户
不超过 2 个工作日，推行 5000 元以下小
额退税快速办理。
在支持创业方面，将符合条件的个
人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的最高额度从 20
万元提高到 40 万元，将符合条件的小微

企业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的最高额度从
300 万元提高到 600 万元，提高部分的贷
款享受同等贴息政策，保持财政贴息强
度。
在拉动就业方面，支持经营性人力
资源服务机构为高校毕业生、失业人员
和农民工等重点群体提供公益性就业服
务，帮助其在大庆市实现就业，与用人单
位签订劳动合同并按规定连续缴纳社会
保险费 3 个月以上的，按照最高每人 200
元、一个机构一年最多 100 万元的标准
给予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就业创业
服务补助。
在促进消费方面，6~12 月组织购物
节、美食节，面向家电、百货等领域发放
1000 万元政府消费券；6~10 月组织汽车

节，政府出资 1000 万元对活动期间购买
新车的，按照 3 个档级给予不同金额补
贴。
在金融降费助企方面，政府性融资
担保机构对中小微企业的担保费率降至
0.5%及以下。
在大力扶持数字经济方面，政府出
资 1 亿元设立数字经济发展专项扶持资
金，主要用于鼓励中小企业上云、加快工
业互联网建设以及兑现数字经济相关政
策。
在扶持民办非营利性养老机构方
面，对承租市县两级国有产权房屋的民
办非营利性养老机构免除 6 个月租金。
按在院老人每人 300 元的标准给予民办
非营利性养老机构一次性防疫运营补

助，单个机构上限不超过 20 万元。
在加大政府采购支持小微企业力度
方面，对于适合首付制的政府采购项目，
对小微企业首付款比例提高到合同金额
的 75%及以上。
在重点项目核酸检测上门服务方
面，为重点项目建设单位因地制宜提供
上门流动采样车、专设采样点等服务，
为在建建筑工地的管理人员、建筑工人
及其他相关人员提供免费核酸检测服
务。
在加强政策宣传与服务方面，梳理
近期国家、省、市出台的稳经济促发展政
策，编制政策手册，成立政策专班，开通
政策热线，深入市场主体送政策、问需
求、解难题。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见习
记者唐海兵）近日，记者从省水利厅
获悉，我省发布省总河湖长令第 6 号
《关于印发〈黑龙江省侵蚀沟治理专
项行动方案〉的通知》，高位推进黑土
耕地侵蚀沟综合治理，加强黑土耕地
保护，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6 号令明确了全省侵蚀沟治理
目标任务，到 2025 年底前，完成 2.53
万条侵蚀沟治理任务。其中，中央环
保督察整改任务 1.29 万条，2024 年 8
月 31 日前全面完成整改任务；国家
专项规划“十四五”期间 1.24 万条，
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全面完成治理
任务。
6 号令指出，重点治理黑土耕地

中的侵蚀沟和影响农村重要基础设
施的侵蚀沟。紧盯中央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坚持多部门
协同配合，实施山水田林湖草沙综合
治理、系统治理，促进黑土耕地保护，
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助力农业现
代化和高质量发展。
6 号令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
在资金可能的情况下提速治理，保护
珍贵的黑土地，为国家粮食安全奠定
坚实基础。市、县级人民政府要成立
由主要领导为组长、分管领导为副组
长、相关部门为成员的领导和工作推
进组，按时序抓推进、按节点抓落实、
按目标抓成效，坚决完成侵蚀沟治理
专项行动任务。

今日看点

不负韶华 加油少年
冰城中考首日

七台河 借势登高让冠军之城更具含金量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赵宇
清）最近，作为在北京冬奥会上为中国体
育代表团做出突出贡献的城市，七台河荣
膺奥运冠军之城。而这样的殊荣也为七
台河市借势登高，发展体育事业和体育产
业提供了全新的契机。
6 月 23 日国际奥林匹克日当天，七台
河市勃利县新起小学、
城西小学、
逸夫小学、
大四站镇中心校、
双河镇中心校5所学校同
时举行了短道速滑特色学校揭牌仪式。七
台河市体育局党组书记韩冬梅告诉记者，

这 5 所学校填补了七台河市县乡级没有短
道速滑特色学校的空白。目前，七台河市
已创建了 16 所短道速滑特色学校，是全国
短道速滑青少年后备人才储备最充裕的城
市。为更广泛选拔短道速滑人才，今年七
台河市体育局还将两家轮滑俱乐部列为选
材单位，
并且正在制定《七台河市短道速滑
选材标准》，
完善体育人才选拔机制。
借着后冬奥时代的东风，七台河市正
在着力打造冰上运动全国培训基地。即
将新建的七台河全民健身中心、运动员公

寓都已完成选址工作。据韩冬梅介绍，全 力发展冰雪体育产业。七台河市曾承办过
民健身中心占地 22000 平方米，内部设有 全国短道速滑联赛等20余次国内和省内的
短 道 速 滑 馆、轮 滑 场、篮 球 场 和 羽 毛 球 重要赛事，具有丰富的办赛经验。今年七
场。全民健身中心和运动员公寓建成后， 台河市又将承接黑龙江省第十五届运动会
将形成以七台河体育中心为原点，集健身 的短道速滑项目比赛和黑龙江省短道速滑
休闲、竞赛表演、运动培训于一体的体育 锦标赛，
七台河市将以此为契机，
培育发展
综合体，届时可以满足各地运动员队伍集 赛事经济。韩冬梅告诉记者，七台河市体
训、
承接重要赛事的需求。
育局还将把见证冠军启蒙的山下老体育馆
今年，
我省出台了《黑龙江省冰雪经济 “灯光球场”
、伴随冠军成长的桃山体育馆、
发展规划（2022—2030 年）
》，
七台河市抓住 引领冠军腾飞的体育中心综合馆打造成体
机遇，
借助奥运冠军之城这一品牌，
开始大 育旅游环线，
向人们讲述冠军的故事。

详见第二版

依法保护黑土地
筑牢中国大粮仓
我省各界人士热议黑土地保护法
详见第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