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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4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
者曹忠义 李国玉）14日下午，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勤主持召开省委常
委会（扩大）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
要论述，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
话会议精神，按照“疫情要防住、经济要
稳住、发展要安全”的要求，树立底线思
维、增强风险意识，有效防范化解各领域
风险，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扎实做好防风险、保
稳定、护安全各项工作，以实际行动和优
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昌升讲话。有
关省领导就分管领域安全风险隐患防范
化解工作发言。省直有关部门通报安全
生产、信访和社会稳定工作情况。哈尔
滨、齐齐哈尔等有关市和省公安厅、交通
运输厅等省直有关部门发言。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
统筹发展和安全，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
出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安全稳定工作
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各地各
部门各级领导干部要站在坚决拥护“两
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
全力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确保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社会大局和谐
稳定，确保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会议指出，安全生产是一项永不言
胜的工作，必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
任感抓细抓实。我省安全生产形势总体
稳定，但从近期发生的事故看，一些地方
和部门还存在思想认识、责任落实、工作
措施、执法监管、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不到
位等问题。要深刻吸取教训，做到举一
反三，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绷
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切实筑牢安全生产
防线，开展百日攻坚整治行动，抓好矿

山、道路交通、建筑施工和城乡房屋、燃
气、危化品等领域安全管理，全力防灾减
灾救灾，做好防汛度汛、山洪泥石流灾害
防治、森林草原雷击火情预警处置等工
作，严防各类事故发生。

会议强调，要树立底线思维、增强风
险意识，采取精准有效措施，坚决维护社
会大局安全稳定。各战线各地区各单位
要坚持守土有责、落实一岗双责，做到管
行业必须管安全、管稳定。要扎实做好
信访工作，落实包联制度，推动积案化
解，实施源头治理，推进“事要解决、案结
事了”。要强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严厉
打击黄赌毒、盗抢骗、食药环等突出违法
犯罪，深入推进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强
化社会面管控，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
要进一步压实“四方责任”，落实常态化
疫情防控措施，毫不放松抓好口岸疫情
防控，筑牢“外防输入”防线。

会议强调，要严细认真抓好风险隐
患排查整治，全领域开展排查，建立风险
台账，逐项督促整改，适时开展“回头
看”。进一步加强监测预警，建立多点触
发、反应灵敏、运转高效的监测预警机
制，做到早发现、早处置，把握工作主
动。做好应急处置准备，完善应急预案，
健全保障机制，确保反应及时、处置得
当、应对有效。

会议强调，要坚持“党政同责、一岗
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严格落实党
委政府、行业主管部门、企事业单位工作
责任，把安全稳定工作纳入“四个体系”
推进机制，做到查原因、查责任、依法依
规处理和整改“四同步”，强化监管执法，
完善监督体系，抓好安全教育，以更高政
治站位、更大决心力度、更实工作举措，
坚决守住安全稳定底线，确保社会大局
和谐稳定。

许勤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强调

防范化解各领域风险
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

□刘兆春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姜斌 刘畅

“今年，我们全村儿的地都托管给农场种了！”
小暑节气，站在北安市赵光村的大豆地旁边，清风吹

过，茁壮翠绿的大豆苗微微摇晃……村民张学军站在地头
上告诉记者：“去年让农场托管的土地，长得好，打粮多，大
家挣到钱了，今年全村土地都托管给农场了。”

尝到甜头 今年整村推进
“你说去年让农场种的地，光大豆，一亩能多打 100来

斤，按两块七八算，一亩就多270块钱，实实在在的效益摆
在这，谁能不心动？”赵光村村民萧庆成说。

今年春耕之前，北安市赵光村民三五聚在一起聊天，
看到自己的邻居不用伸手种地反倒多挣了钱，也都决定把
自己的地托管给农场。

原来，2021年 2月，北大荒集团第一个农业区域服务
中心在北安分公司成立，为周边村屯提供“一站式、保姆式、
诊所式”农业社会化服务。赵光农场有限公司在北安市赵
光镇、杨家乡等周边乡镇，积极推进土地托管服务，全程托
管地块玉米、大豆平均亩产达到723公斤、183.5公斤，产量
分别提高了9.5%和11.2%，取得了良好的示范效果。

有了去年的“打样儿”，今年赵光镇农户土地托管的热
情十分高涨。赵光村是赵光镇下辖的一个村屯，全村全程
托管耕地2.43万亩，成为第一个“整村推进”全程托管的单
位。

赵光农场有限公司党委向赵光村派驻管理区领导干
部和专业技术人员22人，组成党员科技服务小分队，从农
资准备、播种、耕种、田间管理到粮食销售，提供全程“无
忧”保障。通过集中采购农业生产资料、集成先进农作技
术、推广标准化生产等方式，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量和品
质，保证农户的种植收益。目前，托管土地通过测土配方
服务减施化肥，每亩节约成本12元左右，投入品集团化采
购每亩节省8元左右。通过标准化管理，预计粮食产量可
提升10%左右。

以“农业经营服务体系”建设为抓手，通过资源优化重
组、土地托管服务，赵光农场有限公司让赵光村的农民实
现了“背手种地”。

村民王伟说：“去年我还不放心，总去地里看，经过一
年也看明白了，人家那大马力机车是有劲儿，不是咱小四
轮能比的，从播种到管理到收获，人家又是设备又是仪器
又是数据，那地种出来，的确板正，今年我也不用看了，打
算直接出去打份工，家里也多挣一份钱。”

土地托管 制度设备都先进
“土地深松必须达到35厘米……前面机车跑着，后面

技术员拎着40厘米的尺‘检查作业’，瞅着挺新鲜，但土壤
条件确实比我们以前强多了……”提起农场有限公司的

“种地方法”，赵光村村民王凤民对这个“35厘米”印象深
刻。

为什么要达35厘米？赵光农场有限公司技术员张鑫
告诉记者，经过北大荒集团多年农业生产技术总结出，只
有深松到35厘米才能打破犁底层，改善土壤团粒结构，从
而增加土地的透气性，不仅提升了地力，更是起到了抗旱
保墒的作用。

由于长年机车作业标准不高、农艺措施应用不当，导
致一些地方的土壤板结严重，被农民戏称为“硬邦邦、水汪
汪、亮光光、黄秧秧”，赵光村往年大豆平均亩产在 130公
斤左右，粮食产能提升难。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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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新时代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韩波 马智博

13日上午，随着一阵阵机器轰鸣声，
哈尔滨市道里区机场扩建二期东二跑道
项目征收范围内，近 3万平方米的违法建
筑物、构筑物被依法强制拆除，正式打响
依法净地行动第一枪。

深入落实省市关于重点项目建设的
战略部署，哈尔滨市道里区“铁腕”出击，
将陆续启动区域内机场扩建二期东二跑
道、机场第二通道、松花江水源上移等省
市重大基础设施工程依法净地联合会战
行动，依法打击违法建设、扰乱征地秩
序、漫天要价投机获利、恶意阻滞重点基

础设施工程建设等行为，为重点工程建
设营造良好用地环境。“加大违法建筑打
击力度，目的是为省市重点项目建设加
力‘清障’，提高城市承载能力，增强城市
发展后劲，为打造‘七大都市’提供强有
力支撑。”道里区区长周传龙说。

记者在现场看到，机场东二跑道项
目征收区域内的道里区太平镇立权村，
违法建筑占地面积庞大，多数为三层楼
房或二层楼房。

项目征地工作启动以来，道里区在
进行政策讲解、谈签动员工作的同时，对
违建房屋进行排查登记，属地镇政府向
违建使用人下达催告、拆除决定等司法
文书，要求其在规定时限内完成违建自

拆。但部分人员以各种理由拒绝拆除违
建，甚至漫天要价。为保证重点工程项
目建设，来自太平镇政府以及道里区城
市更新局、执法局、卫健局、应急局、道里
消防救援大队等 800余名工作人员各尽
其责，设置围挡和警戒线，在确认违法建
筑断水断电断燃气且无人滞留后，正式
启动拆除工作。近百台钩机、铲车等大
型设备同步发力，当日共拆除违建、滞迁
建筑 10处，面积近 3万平方米。

据了解，机场扩建二期东二跑道项
目是我省重大基础设施工程项目，是建
设哈尔滨国际航空枢纽的重要支撑。该
项目涉及征收哈市道里区太平镇内 5个
村的集体土地。近年来，道里区以政策

创新为抓手，以法规制度为底线，以保障
涉征群众利益不受损失为征收征地工作
落脚点，坚持科学性、创造性，高质量推
进项目征收征地工作。凭借道里区在省
内首创的“地上物综合补偿”“无违建奖
励”等一系列切合实际的创新举措、惠民
政策，保障涉征村民合法权益，严厉打击
虚假经营、违法建设行为，获得了广大村
民的支持配合，攻克了一道道征拆难关，
为机场扩建东二跑道工程开工建设创造
了用地条件。

据了解，下一步，道里区将强力攻
坚，推进联合会战行动，依法打击违法建
设、扰乱征地秩序等行为，保障省市重点
项目及时落地。

哈尔滨市道里区依法整治违建

为重点项目“清障”打响第一枪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董盈）近日，省工信厅公布了2022年
度第二批黑龙江省“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名单，293户企业榜上有名。

我省自启动省级“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遴选以来，评选出的“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数量逐批递增。据悉，
在本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公布以
前，我省已有“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571户、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35户。

在我省日前出台的《贯彻落实国
务院扎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
实施方案》中提到，促进“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扩量提质。我省将在积极
落实国家和我省有关支持政策的同
时，开展“专精特新企业行”活动，为

每户企业配备服务专员，汇集中小企
业协会商会、中小企业服务平台、服
务机构等各类服务资源，针对企业特
点提供个性化、专业化的服务，帮助
企业解决实际问题，加快企业成长壮
大。同时，鼓励并推荐更多的“专精
特新”中小企业争创国家级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进一步提升我省“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质量。对认定为国
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不需要
企业申报，“免申即享”给予一次性奖
励100万元，减轻企业负担。

据了解，“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实
行动态管理，有效期3年，本批“专精
特新”中小企业有效期为2022年7月
11日至 2025年 7月 10日，有效期满
当年可再次申报。

293户中小企业入选
黑龙江“专精特新”

据新华社北京7月14日电（记者申
铖 王悦阳）财政部 14日发布数据显示，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05221
亿元，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增长 3.3%，按
自然口径计算下降10.2%。

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7663
亿元，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增长 1.7%，按
自然口径计算下降 12.7%；地方一般公共
预算本级收入 57558亿元，扣除留抵退税
因素后增长 4.7%，按自然口径计算下降
7.9%。全国税收收入 85564亿元，扣除留
抵退税因素后增长0.9%，按自然口径计算

下降 14.8%；非税收入 19657亿元，比上年
同期增长18%。

从主要税收收入项目看，上半年，国
内增值税 19136亿元，扣除留抵退税因素
后下降 0.7% ，按自然口径计算下降
45.7%。国内消费税 9547亿元，比上年同
期增长 9.8%。企业所得税 28388亿元，比
上年同期增长 3.2%。个人所得税 7847亿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7%。

“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总体向好，
加快推动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落地见
效，6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企稳回

升。”财政部国库支付中心副主任薛虓乾
说，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6月份全国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5.3%，由 5月份的负增
长转为正增长。下半年经济有望持续回
升向好，在此基础上，预计财政收入将逐
步回升。

财政支出方面，上半年，全国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 12888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
长5.9%。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
出 1563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8%；地
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13257亿元，比上
年同期增长5.9%。

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

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增长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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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金白银赋能人工智能产业

55GG大会必将催生龙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大会必将催生龙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龙江5G应用场景丰富
龙江5G发展蓝海广阔

百余项目有望会间签约
哈尔滨打造北方大数据中心

相关报道详见第三版相关报道详见第三版

本报14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
者桑蕾）14日，2022世界 5G大会新闻发
布会在哈尔滨举行。记者在会上获悉，
由省政府、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工信部
共同主办的2022世界5G大会，将于8月
10日至 12日在哈尔滨市华旗饭店国际
会展中心举办。大会的主题是“筑5G生
态，促共创共利”。

省政府副秘书长李明春在发布会上
做主旨发言时表示，今年世界5G大会落
地龙江，充分体现了国务院、国家部委对
龙江振兴的关注与支持，充分体现了世
界 5G大会与产业发展实际需求同频共
振的使命。黑龙江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

这次大会，高位谋划，统筹推动，与各主
办方一道全力推进筹备工作有序进行。

本届大会以“线下+线上”形式举办，
借助5G、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智能办会
与安全办会相统一。大会主要由“会、展、
赛”等环节组成。同时，还将发布2022年
5G十大应用案例。此外，大会期间还将
签约一批数字经济领域投资项目。

大会的日程安排是：8月 9日召开若
干先导论坛和5G融合应用揭榜赛决赛，
8月 10日召开开幕式、主论坛，各分论坛
将在 8月 10日—11日期间举办，展览时
间为 8月 10日—12日，云上展厅将于开
幕式当天在官网上线。

据介绍，本届大会将邀请国内外政、
产、学、研重量级嘉宾出席。届时，将有
20余位国内外院士专家在本次大会上演
讲；国内几大运营商及华为、中兴通讯、
高通、爱立信、HTC等通信领域头部企
业，国家电网、中国一重、北大荒集团等
行业应用企业也广泛参与到大会各个论
坛中。

大会设置了4大板块共14个分论坛
或主题研讨会，全面呈现 5G蓬勃生态。
包括了“5G及数字产业”板块6个论坛及
研讨会，重点聚焦和展现协同融合的产
业生态；“5G+行业应用”板块 6个论坛，
重点聚焦和展现快速延展的应用生态；

“国际合作”板块的全球 5G科技合作论
坛，重点聚焦和展现合作共赢的国际生
态；“技术前瞻”板块的 tech talk2022前
瞻论坛，重点聚焦和展现产学共促的创
新生态。

在展览展示方面，大会将场景化、实
物化展示5G全生态布局，打造“可观、可
感、可体验”的精品展区。

5G 融合应用揭榜赛设置了 8 个赛
道，包含 4K/8K/AR/VR/云游戏、车联
网、港口/矿山/航空航天和能源、工业互
联网/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慧健康医
疗、中小企业及高校及其他，征集 5G特
色应用类作品和项目。

全面呈现5G蓬勃生态

世界5G大会将于8月10日在冰城揭幕

2022世界5G大会在哈尔滨举行新闻发布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