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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17日电（李国利 杨
欣）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
到，天舟三号货运飞船完成全部既定任务，

于7月17日10时59分撤离空间站组合体。
2021年9月20日，天舟三号货运飞船

在海南文昌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

去约 6吨补给物资。目前，天舟三号货运
飞船状态良好，后续将在地面控制下择机
再入大气层。

天舟三号货运飞船撤离空间站组合体
将择机再入大气层

据新华社电 记者 7 月 15 日从工业
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二司了解到，1 至
6 月，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
手持订单量以载重吨计分别占世界总
量的 45.2%、50.8%和 47.8%，按修正总吨

计分别占 42.0%、47.7%和 41.5%，国际市
场份额均位居世界第一。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1 至 6
月，全国造船完工量前 10 家企业集中
度为 70.9%，比 2021 年底提高 1.6 个百

分点；新承接订单量前 10 家企业集中
度为 68.3%，比 2021 年底下降 1.0 个百
分点；手持订单量前 10 家企业集中度
为 66.5%，比 2021 年底下降 3.0 个百分
点。

上半年我国造船国际市场份额保持领先

非凡十年

在齐齐哈尔市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风电装备生产制造厂生产车间，工人进行生产作业（2021年7月1日摄）。 新华社发

□禇庆阳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赵吉会

近日，肇源大米再次“出圈”。
经过跨时一年的水样、米样、土质等

要素的全周期检测，农夫山泉黑龙江省
唯一绿色有机种植生产基地落户肇源。
肇源大米作为该品牌即热新米饭供应
商，搭上了发展快车道。

近年来，肇源大米连获殊荣，多次斩
获黑龙江国际大米节银奖，更是在第三
届全国优质稻品种食味品质鉴评会上荣
获粳稻类金奖。2020年肇源大米入选首
批中国 100个受欧盟保护地理标志。“肇
源大米”区域品牌价值达到了 83.53 亿
元。

从偏居一隅到“米香四溢”，肇源大
米凭什么？

自然禀赋
肇源县地处北纬 45°世界最佳农

牧产业带，年有效积温 2900~3100 摄氏
度，作物生长季日照总数达到 1295.6
小时，无霜期 150~165 天，居于全省之
冠。

“捏把黑土冒油花,插双筷子也发
芽”，松嫩腹地沃野良田，流金淌银的松
花江水，赋予了“肇源大米”金字招牌的
底气和禀赋。积温高、位置佳、土壤肥，
加之昼夜温差大，造就了肇源大米的优
良品质。

2019年，经黑龙江国际大米节评委
专业评测，肇源大米钙、铁、锌、硒等微量
元素均是普通大米的几倍到几十倍，蒸
出的米饭营养丰富，胶质含量高，甜香润
滑，口感极佳。

政策引领
政策支持为农业发展校准了“航向

标”。
“肇源县一直把水稻生产作为全县

‘第一工程’来抓，下大力度完善水稻生
产基础设施等生产要素，仅在‘十三五’
期间，就投入了2.4亿元进行基础工程建
设和耕地整治提升，为水稻高质高效生
产筑牢了坚实的基础。”肇源县农业农村
局曹桂海说。

肇源县先后争取中国好粮油绿色高
质高效示范县、农业产业联合体和国家级
农业产业强镇项目，这些利好政策的实施
极大地推动了该县农业产业的壮大。

好地产好稻，好稻出好米。
10多年来，肇源县着力打破传统水稻

种植模式，通过引进优质稻种、自主培育

和市场引导的方式，逐渐形成了以吉宏6
号、吉原香1号、稻花香2号为主要品种的
水稻规模化种植，覆盖率达90%以上。同
时，加大绿色有机食品认证力度，有效提
高了产品附加值，增加了企业和种植户的
效益。截至目前，全县认证绿色食品企业
25家，大米产品 35个，居于全省前列，多
个品牌荣获黑龙江省著名商标。

科技助力
科技为肇源大米高质量发展插上腾

飞的翅膀。
肇源县先后采取了智能化浸种催

芽、水田节水技术、生物有机肥使用、病
虫草害绿色防控、测土配方施肥等系列
先进种植技术，并对此进行了大力推广，
50万亩稻田绿色标准化种植基地初步建
立成功。 （下转第二版）

亿 肇源大米粒粒皆“金谷”

用解放思想的力量
加快振兴发展的步伐
省委党校（省行政学院）“解放思想

振兴发展”理论研讨会发言摘编

本报17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曹忠
义 李国玉）17日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
主任许勤在哈尔滨会见全国台联党组书记、会长
黄志贤一行。

许勤代表省委省政府对黄志贤一行表示欢
迎。他说，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
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和党中央对台工作决策部署，
全力做好台企服务，积极推进领导包联台企全覆
盖，扩大龙台经贸往来、产业合作和文化交流，对
台工作取得新成效。省第十三次党代会全面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擘画了
建设“六个龙江”、推进“八个振兴”的未来愿景，
把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需要包括台胞台企台
商在内的各个方面共同努力奋斗。黑龙江将坚
决贯彻党中央对台工作方针，秉持“两岸一家亲”
的理念，继续深化在农业、食品、电子、科技等领
域合作，不断开创对台工作新局面，更好服务对
台工作大局。

黄志贤高度评价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
成绩，对省委省政府重视关心对台工作表示感
谢。他说，黑龙江山好水好人更好，在不同的历
史时期为全国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肩负着维
护国家“五大安全”的重大政治责任，战略地位十
分重要。全国台联将立足特色、发挥优势，在台
胞人才培养、合作项目推进等方面继续为黑龙江
提供有力支持，推进经济交流手拉手、文化交流
心连心，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宣传推介
黑龙江，广泛联络海内外台胞，不断深化交流合
作，为黑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作出更多更大
贡献。

省领导徐建国、王一新、于洪涛及省直有关
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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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牢“大粮仓”
2018年 9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黑龙

江农垦建三江管理局考察调研时强调，中
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
的手上。

黑龙江深耕农业，粮食产量从2012年
的1152亿斤增加到2021年的1573.5亿斤，
商品量和调出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

扩种大豆是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的重
要内容。在黑河市爱辉区西岗子镇坤站
村大豆高产创建示范区，采用良种栽培的
大豆长势喜人。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副
厅长庞海涛说，黑龙江大豆种植面积常年
占全国 40%以上，商品率达 80%以上。黑
龙江采取多种措施扩种大豆，年初制定扩
种1000万亩的任务已超额完成。

端牢中国饭碗，万亩粮仓田畴起。党
的十八大以来，黑龙江大力推进农业现代
化建设。如今，黑龙江已建设“旱能灌、涝
能排、田成方”的高标准农田 9141万亩。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深入实施，截至
2021年底，黑龙江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
到 69%，全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
达到98%以上，比2012年高6.33个百分点。

守牢“大粮仓”，要保护好黑土地。黑
龙江现有耕地面积 2.579亿亩，其中典型
黑土耕地面积1.56亿亩，占东北典型黑土
区耕地面积的 56.1%，全省为保护黑土地
采取秸秆粉碎全量还田等一系列措施。

兴民富农，“大粮仓”还积极拓展深加
工产业。在位于绥化市青冈县的京粮龙
江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一粒粒金黄的玉
米，经过发酵、提取、精制等工艺，变为可
应用于多个领域的“L乳酸”产品。截至
2021年底，黑龙江规上农产品加工企业达
1750家，主要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63.5%。

围绕市场需求，黑龙江努力打造各具

优势特色的生产区带，在实现质效同升的
同时，也让当地农民尝到了甜头。截至
2021年，黑龙江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达17888元。

打好转方式调结构的组合拳
6月 15日，中国一重龙申（齐齐哈尔）

复合材料有限公司制造的首套风电叶片
成功验收交付使用。这标志着中国一重
集团有限公司基本形成覆盖技术研发、装
备制造、风场建设、运维服务等领域的风
电全产业链体系。

从传统制造领域进军风电新能源，是
中国一重这家国内重型装备制造业企业
加快转型创新、竞逐“绿色赛道”的例证。

2021年，黑龙江规上工业产值突破万
亿元，是2013年以来最高水平。这一成绩
的取得，同一批大型国企不懈改革创新密

不可分。
2016年 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

考察调研时强调，黑龙江转方式调结构任
务艰巨，要着力优化产业结构，改造升级

“老字号”，深度开发“原字号”，培育壮大
“新字号”。

随着体制机制不断改革完善，一批
“老字号”企业加快向“新”而行。过去 5
年，哈尔滨电气集团有限公司科技投入达
到70多亿元，多次打破国外技术垄断。“白
鹤滩水电站是全球在建规模最大、技术难
度最高的水电工程之一。在这个项目中，
我们攻克了百万千瓦水电机组多项世界

性技术壁垒。”哈电集团电机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王贵说。

通过对“原字号”产业链补链、延链、
强链，黑龙江推动“原字号”持续升级焕
新。

在油城大庆，中国石油首个水面光伏
项目大庆油田星火水面光伏示范工程并
网发电。大庆油田新能源业务再次提
速。在昔日“一煤独大”的鸡西、双鸭山、
七台河、鹤岗等煤城，“原字号”煤炭产业
链不断延伸，“新字号”非煤产业加快培
育，多业并举的新格局初步形成。

（下转第四版）

黑龙江 在黑土地上奋力闯新路开新局
□新华社记者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两次深入龙
江大地考察调研、在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参加黑
龙江代表团审议，强调“老工业基地要抢抓机遇、
奋发有为”“闯出一条新形势下老工业基地振兴发
展新路”。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黑龙江
省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坚持发展现代农业，加快
转方式调结构，推动新旧动能转换衔接，切实改进
工作作风，优化营商环境，在黑土地上奋力闯新
路、开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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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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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美国尤金7月16日电（记者王子江）中国选手王嘉男
16日在俄勒冈世界田径锦标赛男子跳远决赛中，最后一跳跳出 8
米36夺得冠军。这是中国选手在该项目中首次获得世锦赛冠军，
也是历史上第一位亚洲选手赢得世锦赛跳远冠军。

王嘉男在比赛中试跳。 新华社记者 吴晓凌摄
相关报道详见第四版

亚洲运动员
首次获得

世锦赛跳远冠军

88米米3636
王嘉男夺冠王嘉男夺冠

赵一曼烈士在俄档案
征集回国

尘封94载

本报讯（刘廷禄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
记者孙昊）16日，历经 80余天连续奋战，
中车齐车集团齐车公司创下国铁货车最
短交货周期，刷新日产、月产历史纪录的
骄人业绩：日产 70辆、月产 1980辆，圆满
完成4700辆C70E型敞车生产任务。

4月份，该公司在国家铁路集团今年
首个铁路货车采购招标项目中，成功中标
4700辆C70E型敞车，收获了今年以来最
大一笔国铁货车订单。客户及早交货的
需求使原计划 8月末交付的车辆提前到
了 7月中旬。如此大份额的订单要压缩
在3个月内完成，这在该公司的生产历史
上是第一次，时间紧、任务重给生产组织
带来巨大挑战。

为了保证此项生产任务顺利完成，齐

车公司及时召开专项工作会议，研究制定
生产方案，全面平衡人员、设备、物资等内
外部资源，科学编制专项生产计划，迅速
打响C70E型敞车生产攻坚战。

生产中，该公司注重过程管控和风
险识别，时刻关注各生产单位投料和交
出进度控制，建立物料供应信息联动平
台，实时更新物资动态信息，避免生产出
现中断。公司各单位闻令而动，以计划
为统领，做到沟通到位、协同到位、补位
到位，实现内部生产与外部采购相互协
同、零部件配套与整机组装相互协同，确
保“进度、安全、质量、成本”等目标高效
完成。

操作工人在生产现场作业。
沈志刚 张雲淞摄

4700辆 齐车公司交出今年最大一笔国铁货车订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