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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26日电 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
就研究吸收网民对党的二十大相关工作意
见建议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党的二十大是党
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围绕党的全
国代表大会相关工作开展网络征求意见，是

全党全社会为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献计献策
的一种有效方式，也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
动体现。这次活动引起广大干部群众热情关
注、积极参与，提出了许多具有建设性的意见
和建议，有关方面要认真研究、充分吸收。要
总结这次活动的成功做法，走好新形势下的

群众路线，善于通过互联网等各种渠道问需
于民、问计于民，更好倾听民声、尊重民意、顺
应民心，把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今年 2月重要指示
精神，党的二十大相关工作网络征求意见活
动于4月15日至5月16日开展，在人民日报

社、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官网、新
闻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分别开
设专栏，听取全社会意见建议。活动得到广
大人民群众广泛关注和参与，累计收到网民
建言超过 854.2万条，为党的二十大相关工
作提供了有益参考。

习近平就研究吸收网民对党的二十大相关工作意见建议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善于通过各种渠道问需问计于民
更好倾听民声尊重民意顺应民心

本报26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
记者薛立伟）25日至 26日，省委副书
记、省长胡昌升到大兴安岭地区调研
森林防火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灭
火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克强
总理批示要求，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
策部署和省委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树牢底
线思维，克服麻痹松懈心理、发扬连续
作战精神，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森
林草原火灾底线，用心用情筑牢祖国
北方生态安全屏障。

胡昌升首先来到松岭林业局古源
林场零公里检查站，了解入山人员管
理、火源管控及林长制落实情况，希望
检查站负责人加强对森林防火有关法
律、法规及规章制度的学习，组织检查
员做好入山人员检查，做到文明用语、
公正执勤，更好发挥检查站职能作用；
认真做好防火宣传工作，积极向过往
人员宣传森林防火和资源保护的常
识，提升群众安全意识，确保不发生

“人为火”。
在松岭林业局直属专业森林消防

一大队驻地，胡昌升观看消防队员扑
火训练，走进宿舍、洗漱间、餐厅、党员
活动室，了解队员学习生活情况，鼓励
队员们把学习和训练结合起来，提高
综合素质能力，叮嘱他们在实战演练
和扑火救援时要确保自身安全。

在松岭林业局壮志林场，胡昌升
了解森林火灾应急救援准备情况。他
强调，一旦发生火情，要根据气象变
化、地形地貌、风力风向，及时科学调
整应急方案，有的放矢排兵布阵，切实
做到多点向心、快速扑救。

胡昌升还来到加格达奇林业局，
登上跃进林场东山瞭望塔，了解森林
火情监测工作，对瞭望员的辛苦付出
表示诚挚敬意；在防火办操场察看车
辆、装备配备情况，在指挥中心观看
森林防火感知系统平台演示，并主持
召开座谈会，听取大兴安岭火灾处
置、雷击火扑救、春防工作情况汇
报。他强调，森林草原防灭火事关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国家生态安
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全力防
范重特大森林火灾发生。应对雷击
火要打得准、打得快，加强现代化、信
息化、智能化手段运用，做到火情发现快、指挥调度快、组织扑救快，确
保“雷击火不过夜”。薄弱环节要盯得牢，科学对乡镇、村屯、林场和重
点保护目标开设防火隔离带，加强可燃物清理，防止小火酿大灾。隐患
排查要查得细，增强森防队员防火意识，持续拉网式开展“三清”行动，
突出重点时段加密巡山频次，建立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台账。火源入山
要管得严，在卡口管、用数据管、突出重点管，真正管住山管住人。实战
演习要练得勤，通过演练调整完善预案，提高安全扑救能力，实现“打
早、打小、打了”。各项准备要靠得前，加强器械检修，优化力量布局，强
化配套设施维护，确保发挥最大效能。各项责任要压得实，坚持“三清
单一承诺”和“两书一函”工作机制，结合实施林长制，把工作落实到“最
后一厘米”。

胡昌升还对稳住经济大盘工作提出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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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进行时

□钟华论

时间的巨笔，总是在沧桑巨变中写就
传奇。

历史的感悟，往往在深情回望时更加
真切。

2022年6月25日，首都北京发出这样
一条讯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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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浸在香港回归祖国 25周年喜庆氛
围中，700多万香港同胞意气风发、心潮

激荡。
25载春秋可鉴，五星红旗和紫荆花区

旗，在香江之滨猎猎飘扬。25载岁月洗
礼，中央政府赠送的金紫荆花雕塑沉静祥
和、熠熠生辉。

漂泊的日子实在是太过长久。归来
的游子抖落衣襟上的尘埃，满怀赤诚，紧
紧依偎着母亲的胸膛。25年来，“一国两
制”在香港的实践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功。
香港在祖国大家庭中同兄弟姐妹一道奋
斗发展，共享祖国繁荣富强的伟大荣光。
铺展未来图景，在中国梦的召唤下，新时
代的香江传奇更加壮丽。

（一）
五星红旗和紫荆花区旗在香港会展

中心冉冉升起，香港协办北京奥运会、残
奥会马术项目，港珠澳大桥将碧波化作通
途……进入香港特区成立 25周年网上展
厅，一条深蓝色的时光隧道，镌刻着香港
回归祖国 25年来走过的光辉岁月和 700
多万香港市民的共同记忆。

“东方之珠，我的爱人，你的风采是否
浪漫依然？”饱含真情的歌词，也唱出了人
心深处的叩问。放眼今日之香港，令人信
服的答案已经写下。 （下转第八版）

紫荆花永远盛开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爱民 马智博 樊金钢

近日，哈尔滨被中国奥委会授予“奥运
冠军之城”。从冰城到“奥运冠军之城”，闪
亮的新头衔，让哈尔滨冰雪元素属性更加
突出，知名度再攀升。“奥运冠军之城”这一
超硬核头衔在握，哈尔滨能否借势起舞，让
冰雪生金？

今年，我省出台了《黑龙江冰雪经济发
展规划（2022~2030年）》，紧随其后哈尔滨
发布了《哈尔滨冰雪文化之都（冰雪经济）
发展规划（2022~2030年）》《哈尔滨市支持
冰雪经济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由省及市，
清晰描绘出哈尔滨冰雪经济的发展蓝图。
在“奥运冠军之城”的加持之下，哈尔滨冰
雪经济将插上腾飞的翅膀。

引入高端赛事
放大冰雪体育产业联动效应
作为中国冰雪体育运动“领头雁”，哈

尔滨始终发力冰雪体育运动。现有冰雪运
动场馆36所，近两年又建成10座冰上运动
中心（气膜馆）。每年举办中国杯国际冰盘
公开赛、芬兰蒂亚滑雪马拉松、冬季铁人三
项世界杯等各类冰雪体育赛事和活动多达
190余项。“百万青少年上冰雪活动”、冰雪
体育运动会等群众冰雪活动参与度居全国
首位。一批哈尔滨籍运动员如申雪、赵宏
博、张虹、任子威等在冬奥会、世锦赛等世
界赛场为我国冰雪体育事业作出了突出贡
献。

哈尔滨市体育局局长赵竹帛表示，未
来哈尔滨将借势引入更多高端品牌赛事，
充分发挥重大体育赛事活动的引导资金作

用，放大体育在文化、旅游、经济融合发展
中的引领、牵动作用和叠加外溢效应，通过
引进并举办国际冰盘赛、冰球、冰壶等项目
联赛（分站赛）大型竞赛活动，打造出更多
具有地域特色的 IP赛事活动。以举办赛
事为重点，围绕职业赛事构筑赛事消费圈，
形成行业配套、产业联动、运行高效的赛事
产业服务体系，让体育产业成为新的经济
增长点，真正实现“办好一个赛事，激活一
座城市”。

哈尔滨将通过不断加大冰雪体育公共
服务供给，提高市民参与冰雪运动的规模，
同时通过各种赛事举办，让赛事体系带动
全民健身运动。

稳住核心优势
打造全谱系冰雪文旅体产品
如何巩固冰雪“老大”的地位？哈尔

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李耕说，
哈尔滨市将抓住被授予“奥运冠军之城”
机遇，围绕打造“冰雪文化之都”目标，进
一步巩固哈尔滨市冰雪旅游优势地位。

炎炎夏日，冰雪大世界四季冰雪项目
建设正酣，这个冰雪旗舰景区将强化哈尔
滨市中国冰雪旅游第一城的龙头地位。为
将冰雪旅游做强，哈尔滨将实施文化旅游
跃升工程。打造更高质量的冰雪季，放大
冰雪节品牌效应，推动冰雪旅游、文化、艺
术、时尚、体育、经贸等更深更广融合，叫响
全域冰雪金字招牌。打造涵盖观览、体验、
文博、民俗、滑雪、极限挑战等全谱系冰雪
产品，优化升级哈尔滨一日游、二日游精品
线路和“哈亚雪”黄金一号线路，推动好资
源变成好财源。

如何抢占冰雪经济发展话语权？
（下转第八版）

“奥运冠军之城”加持 哈尔滨借势起舞

本报26日讯（周峰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刘
大泳）“5、4、3、2、1……”随着大屏幕上倒计时数
字停止跳动，佳木斯市主要领导和少先队员代表
共同按下通水启动按钮，松花江水经暗渠喷薄而
出、奔涌向前……这是 26日上午在郊区民兴村西
取水工程建设现场举办的佳木斯市“引松花江水入
城”通水仪式上历史性的一幕，标志着佳木斯市委
市政府擘画的城市水系宏伟蓝图真正镌刻在三江

大地上，人民群众多年向往的“山水融合、蓝绿交
织”城市图景成为美好现实。

实施城市水系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项目、引松
花江水入城，是佳木斯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打造“北国生态江城”的生动实践，是几
届市委市政府深度谋划和人民群众翘首企盼的民
生工程，更是加快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构建

“蓝绿交织”生态格局的重要举措。（下转第八版）

英格吐河合页闸现场。
纪世强 安晓峰摄

让内河流起来动起来活起来

佳木斯 松花江水入城来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曲静）
潮涌三江群贤至，商通天下龙江兴。7月 2
日，2022全国工商联主席高端峰会暨全国
优强民营企业助推黑龙江高质量发展大会
及系列活动将在哈尔滨举行。国内众多知
名民营企业家齐聚龙江，尚属首次。

本次会议由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旨在引导广
大民营企业把握形势、坚定信心，积极投身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吸
引全国优强民营企业选择龙江、投资龙江、

扎根龙江，加力推进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
振兴。会议主题为“携手奋进新征程、助力
龙江新辉煌”，将充分展现以昂扬姿态奋进
新征程的黑龙江在赶超跨越中赢得先机、
赢得主动、赢得未来的信心和勇气。

本次会议恰逢其时。省第十三次党代
会绘就了未来五年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
兴的宏伟蓝图。数字经济、生物经济、冰雪
经济、创意设计产业等新兴产业蓄势腾飞，
头部企业、重点企业纷来布局。年初以来，
我省陆续出台了 32项产业振兴发展政策，

前不久又发布了《新时代龙江人才振兴 60
条》，这些政策都含金量十足。好风凭借
力，让与会民营企业大咖了解龙江省情，掌
握优势产业项目，感受营商环境的深刻变
化。奋楫扬帆正当时，创新包容的新龙江，
正在以一流营商环境打造投资兴业热土，
敞开怀抱真诚欢迎外来战略投资者。

本次会议内容丰富。既有国内大型
民营企业负责人结合在龙江投资合作情
况，就助力龙江高质量发展、实现合作共
赢进行经验交流，又有国内知名专家学者

就宏观经济形势研判、坚定企业发展信
心、龙江当前经济发展态势等方面进行权
威解读，还有一批重点项目进行集中签
约。同步举行的数字经济产业、生物经济
产业、冰雪经济产业三个专题系列活动，
将分别就产业发展规划和配套政策措施
进行解读，对产业招商项目进行重点推
介，哈尔滨新区、大庆、牡丹江、绥化、抚远
等地推介投资机会。

另据了解，7月 2日至 3日，全国工商联
十二届九次常委会议将在哈尔滨召开。

全国工商联主席高端峰会将在哈尔滨举行
众多民企大咖齐聚冰城共谋龙江发展

逢雨必涝逢雨必涝
冰城如何破解积水顽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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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市核酸检测时间有调整

普通人群实行7日一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