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地址：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1号 邮编：150010 总编室：（0451）84616715 广告部：（0451）84655043 发行部：（0451）84671553 定价每月45元 零售每份1.7元 黑龙江龙江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42022年7月20日 星期三 要闻
E-mail：yaowen8900@sina.cn

责编：兰继业（0451-84613208）
执编/版式：见习编辑 滕 放 美编：于海军（0451-84655238）

□高博 徐颖 本报记者 孙铭阳

记者从龙煤集团上半年工作会议上
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龙煤集团完成原煤
产量 2015万吨，同比增幅 9.2%；营业收入
204.2 亿元，同比增幅 52.4%；实现利润
15.3 亿元，同比增幅 186.4%，取得了利
润、上缴税费省属企业第一的好成绩，多
项指标创出历史同期最好水平，顺利实
现时间、任务“双过半”，为实现“安全生产
效益最佳年”总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开
年来，龙煤集团以迎庆党的二十大胜利召
开为主线，牢牢把握“疫情要防住、经济
要稳住、发展要安全”要求，以“开局就是
决战、起步就是冲刺”的状态，统筹推进
煤炭保供、深化改革、从严管理、产业发展
等重点任务，确保了企业稳中向好总体态
势。

安全生产是最大的政治责任，龙煤集
团严格落实安全生产“15条硬措施”和全
省“46 条具体措施”，全集团一级标准化
矿井达到 9个、二级标准化矿井 16个，抽

采瓦斯 1.49 亿立方米、抽采率 58.6%，开
采保护层面积 21万平方米、完成年计划
75%，安全生产创历史最好水平。鹤岗公
司提炼形成“1573”安全素质提升法，得
到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的认可和推广。
七台河公司技改矿井和新建矿井对照一
级标准化矿井施工建设，建成两个一级
标准化矿井，质量标准化整体水平不断提
升。新疆公司盯紧现场安全生产，在特殊
时期强化驻矿包保，保持安全生产“零伤
害”。

围绕煤炭保供的大局大势，龙煤集团
不折不扣落实省委省政府要求，主动担当
国企责任，正月初二就复产复工，省内 70
个采煤队、279个掘进队全部进入正常生
产状态。超前组织落实煤源，周密制定装
储计划，供暖季增供省内动力煤190万吨，
圆满完成了省委省政府下达的保供任
务。科蓝公司多渠道采购资源，贸易煤完
成 195万吨，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了
龙煤力量。

全力推进智能化矿山建设，建成投用

智能化采掘工作面 8个，改造辅助自动化
项目 98项，智能化开采煤炭 454万吨、占
比21%，全集团智能化采掘工作面达到27
处，46%井下辅助系统实现无人化。鸡西
公司智能化示范矿山建设得到省煤管局
高度评价，并成功举办全省煤矿智能化建
设现场会。双鸭山公司投用东北地区首
台矿用盾构机，实现一次安装、试车成功，
最高日进尺16米，刷新了全岩大断面掘进
生产纪录。

推动全面深化改革走深走实，龙煤集
团从健全制度、完善考核机制入手，制定
下发改革2022年工作要点和《董事会授权
管理办法》等制度 20余项，双鸭山北辰公
司和七台河福泰来公司“混改”取得实质
性进展，整合撤销核算法人单位 17户，纳
入省国资委考核台账 17项低效无效资产
全部处置完毕，改革三年行动台账确定的
77项重点改革任务全部完成。随着改革
不断深化，龙煤集团通过严抓经营管理策
略、紧盯管理内控薄弱环节等举措，企业
经济运行质量不断提升。

持续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及时跟进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学习贯彻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
举办形势任务宣讲 76场次，7个基层单位
荣获省级文明单位标兵、3名职工荣获“龙
江好人”称号，展现了龙煤人在高质量发
展征程中的良好风貌。同时全面实施解
放思想、高质量发展大讨论等“六大专项”
行动，龙煤集团两级班子开展专题研讨40
余次，完成调研课题 124个，健全完善“四
个体系”，推动年度重点工作和 16项攻坚
难题，有力促进了“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
落地生效。

龙煤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佳喜表
示，下一步，龙煤集团将紧紧抓住市场发
展机遇的有利时机，持续深化体制机制改
革，释放企业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聚焦
煤炭主业与新能源优化组合，积极发挥省
内能源保供“压舱石”和能源开发“主力
军”的关键作用，为实现龙江全面振兴全
方位振兴贡献龙煤力量，以实际工作质效
迎庆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原煤产量2015万吨，同比增幅9.2%

龙煤集团赢得“双过半”

“我的地就在永恒干渠边上，使用的
是呼兰河水。几年前国家对这周边所有
渠系都进行了硬质化，从春种到夏管只要
一提闸，不到 10分钟水就能进地。以前
一公顷水稻平均产量6吨左右，有了硬质
化渠以后，现在一公顷能产 8吨左右，用
水这方面以前和现在没法比……”

以前用水等“半天”，现在用水“一袋
烟”。用水的便捷快速已经成为了西南村
村民们常说的“谚语”。刘立威提起的永
恒干渠就是依托着幸福水库而建，1250
万立方米的库容全来自呼兰河。水库管
理员孙万发告诉记者，幸福水库自 1959
年建成到现在一直灌溉着周边多个乡镇
村屯的6万余亩良田。

呼兰河的“纯净天然水”与现代化水
利工程的相遇，就流经双河镇这一个乡镇
而言，年产出优质大米就达到 4.97万吨，
出产各类淡水鱼 20余种，这里也成为了
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

在幸福干渠秦家镇长山支渠南侧，绥
化市北林区米道嘉现代农机合作社的理
事长王延平邀请北林区农业技术推广中
心的李连文，帮助指导有机大米种植方面
的田间管理改良方法。王延平带头成立
的合作社成立于 2014年，由于这里的优
质水资源、肥沃的黑土地，他选择走“绿色
有机种植”道路。

“我一年生产绿色大米在 300 吨左
右，有机大米在1万斤以上，绿色大米3元

左右，有机大米 8元至 12元不等，收入上
还不错。下一步我们要依托这么好的资
源优势，主打订单精品种植，走自己的品牌
之路。”王延平道出了这几年依托“河水”、

“黑土”完成自己的绿色有机大米发展之
梦，更明确了未来农业上的发展之路。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
来。在北林，这股“活水”，就是滋养了北
林万物、灌溉了北林115.2万亩水田的“呼
兰河水”。李连文谈起了北林“好水出好
米”的秘密，他说，北林区地处中温带亚湿
润气候区，横跨二三积温带，年均积温
2580℃、日照总时数 2766 小时、无霜期
129天左右，再加上占耕地面积 80%以上
的黑土、黑钙土、草炭土的土壤类型，将些
特有的气候、土壤条件配备上年平均入境
26.01亿立方米水量的河水“自流灌”，就
是我们俗称的“软水”，北林大米无疑是最
佳的“好米”。

“北林区从地理位置、环境优势来看，
有着不可替代的先天条件，良好的水资源、
肥沃的黑土地、先进的技术支撑、优良的品
种，必将打造成为享誉省内外的北林大米
品牌。”李连文站起身，指着绿油油长势喜
人的秧苗，作为“农业人”的他信心百倍。

①纵横交错的水利灌溉设施。
②长山支渠一角。
③硬质化渠系迎来“桃花水”。

图片由北林区委宣传部提供

绥化市北林区：六河相伴

□刘沬含
本报记者 王白石 王宗华

绥滨县经过不懈努力、不断尝
试，在水稻育秧大棚二次利用上找到
了新的突破口，解决了大量水稻育秧
大棚有效利用 2 个月就变成“闲置
棚”的问题。2022年，全县49个水稻
集中育秧小区4043栋大棚3229亩耕
地实现了二次利用。

培养能人，带动一方。采取“能
人+农户”的模式实现互利共赢，绥
滨县编制了水稻育秧大棚二次利用
技术指导意见，县乡组成技术服务指
导组，从思想发动、技术指导、能人培
养、典型带动、宣传引领着手，努力让
秧棚利用“火”起来、利用率“提”上
来。全县培育了多名能人，他们将现
有的棚地资源合理有序地流转，用来
种植西瓜、香瓜、蔬菜、花卉、红小豆
等周期短、效益高的特色经济作物，
既解决了稻农在管理过程中的时间
冲突，又带动全县形成了育秧大棚二
次利用多类作物种植、特色作物开发
的良好格局。

发展合作，规模经营。采取“合
作社+农户”的模式实现互利共赢。
全县组建各类果蔬合作社3个，合作
社在不断扩大自身生产规模的同时，
带动周边农户发展育秧大棚二次利
用。绥滨镇吉珍村的“白丫果蔬合作
社”，利用本村闲置的45栋水稻育秧
大棚种植牛角椒。不仅为村集体经
济增加了收入，让大棚巧赚二茬钱，
还带动了村里和周边村屯30多名贫
困群众来这里务工，每人平均每年收

入能达到 6000元以上，解决了困难
农民务工难问题。同时，合作社无偿
提供种植技术，让村民自己种植辣
椒，他们来收购，这样就能够带着全
村老百姓共同致富。目前，合作社蔬
菜年产量在 30万斤左右，销往周边
农贸市场以及双鸭山福利屯等地，年
收入30万元左右。

企业带动，链条发展。采取“龙
头企业+农户”的模式实现互利共
赢。绥滨镇庆连村有81栋超级育秧
大棚，栽种了白菜、豆角、萝卜、辣椒
等菜品。为实现既保存蔬菜又增加
菜品附加值的目标，2021年，庆连村
建设了占地面积 600余平方米的酱
菜厂，当年投入生产。一棵 5至 6斤
的大白菜售卖价格为两三元钱，而腌
渍成酸菜后一斤就可以达到 2.5元。
目前，酱菜厂生产的酸菜、萝卜干咸
菜、酱土豆、辣酱、农家酱等 20多个
系列菜品已经通过订单的方式陆续
在县内各大超市、食品店售卖，已链
接帮扶户15人。今年计划腌渍酸菜
10吨，打造出了一条产加销“富民产
业链”。

绥滨县通过推进水稻育秧大棚
二次利用，既提高了大棚的经济效
益，做到物尽其用，也全面提升了蔬
菜生产能力，保障了有效供给。预计
今年平均每栋大棚可实现产值 1万
元左右，全县通过水稻育秧大棚二
次利用可增加农业产值 4000 多万
元，收到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

二次利用的大棚种植的蔬菜。
刘沬含摄

育完秧后种上蔬菜花卉
大棚很

盛夏正是水稻生
长期。在绥化市北林
区，水稻田里满眼绿
色，处处生机盎然。站
在双河镇西南村高标
准水田区一侧，放眼望
去，笔直的田埂将绿油
油的秧苗划成标准的

“田字格”，硬质化渠系
灌溉着万亩良田。

好水出好米，水出何处来？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北林区

号称“六河九岸”，以呼兰河、努敏
河、克音河、墨尔根河、泥河、津河
等六条河流组成，克音河汇集到
努敏河、努敏河汇集到呼兰河，泥
河和津河分别汇集到呼兰河，呼
兰河最终汇集到松花江，河流总
长度 319公里，干流及一级支流
河道与护堤之间耕地面积 53980
公倾，从地理位置上看北林区东
高西低处于上述河流流经的中上
段地区，根据区域性积温来判定，
河水的水温是最适合农作物生长
的温度，特别是水稻适宜的水温
是产出优质大米的要素。

今年 46 岁的刘立威早早地
起来打理着家里家外的“散碎零
活”，作为水稻种植的“老把式”，
对农业生产有着说不完的“道
道”。他介绍说：“今年一共种植
了10公顷水稻，品种选择上以优
质和口感为主，并且都采用了绿
色种植，所以，5月下旬就已经插
完秧。”稻田里秧苗长势喜人，再
过几天就进入分蘖期了，这几天
他正忙着在地里安放二化螟诱导
器，进行生物病虫害防治的前期
工作，提起现在水稻种植与以往
相比哪里变化最大，刘立威说的
更多的是水利设施的“改善”。

□蒋宝栋 本报记者 董新英

好水好水
润田润田 （上接第一版）上天、入地、探海、

登极，哈尔滨从未停下探索的步伐。
一项项“第一”，惊动神州大地，吸引
世界目光。

科技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而
堪称“科技富矿”的哈尔滨，蕴藏着不
竭的动能。

仅“十三五”期间，哈尔滨重点围
绕机器人及智能装备、高性能复合材
料等领域，组织实施了一批科技项
目，不断突破重点领域的关键技术瓶
颈：1500毫米汽轮机末级叶片、大型
燃机涡轮机匣整体精铸等多项技术
打破了国外垄断。

与此同时，科技成果正源源不断
地转化成生产力，科技型企业接续生
成。2012年，哈市高新技术企业 344
家，在孵企业1278家，重点实验室82
家，技术合同成交额 64.2亿元，研究
人员 2.7万人；到 2021年末，哈市高
新技术企业达到 1751家，在孵企业
4933家，重点实验室 228家，技术合
同成交额265.86亿元、研究人员4.34
万人……

当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
展试验区和哈大齐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的新使命赋予这座城市的时候，
那植根于骨髓里的创新基因正释放
出更具活力的潜能。

体制机制创新
“哈尔滨速度”叫响全国

炎炎夏日里的哈尔滨，塔吊林
立，机声轰鸣，施工现场建设火热，新
增企业如雨后春笋般生长壮大。

数据无言，见证史册。今年上半
年，哈市新增市场主体 99926户，同
比增长 35.01%，创历史新高。市场
主体实有总量从 2012 年的 52.75 万
户增长至2021年的102.41万户，9年
增长94%。

数字刷新的背后，是在体制机制
创新撬动下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

近日，市民刘辉通过哈市“企业
开办直通车”系统，提交了松雷国际
文化创意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
分公司的设立申请。从提交申请到
拿到营业执照，不到4个小时。惊讶、
惊奇、惊叹，刘辉的“表情包”写满点
赞。放到10年前，设立一个公司至少
需要去三四个地方，耗时十多天。

从 11.5 天到 4 小时，压缩率达
98.5%！在 2021 年全国营商环境建
设交流现场会上，哈市作为企业设立
指标的唯一代表介绍了经验，“哈尔
滨速度”叫响全国。

扛起省会担当，哈尔滨始终把自
己摆在全国先进城市的坐标中审视
差距，哪个城市最优就学哪儿，不断
破解发展短板。

高标准化身“行动派”。在加快
推进一体化政务服务上，哈市以“一
网通办”“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
改革为牵引，打造“一网、一门、一次”

深度融合的政务服务新体系。截至
目前，哈市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已集
成市本级和区县（市）政务服务部门
的1.91万个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可办
率达 97.7% ，“最多跑一次”率达
99.21%，“零跑动”率达 83.92%，企业
开办、登记财产、纳税、政务守信践诺
4项指标全国领先。

哈尔滨新区
先行先试领跑改革创新

从科技创新的厚积薄发，到体制
机制创新的大刀阔斧，创新，已融入
冰城血脉，成为这座城市律动的最强
音。

2015年 12月 16日，一个令人振
奋的消息传来——全国第16个国家
级新区获批。从此，自带先行先试基
因的哈尔滨新区，引领哈尔滨的创新
走上新高度。

实至名归，再上层楼。2021年，
新区江北一体发展区 386家企业通
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同比增长
77%；科技型中小企业859家，同比增
长 62.38%；省级以上研发机构达到
197家，已形成了从工业科技到农业
技术，从航天工程到“三海一核”，从
动物生物制品到玉米工程的多门类、
全链条的科技支撑。

一座新城的崛起，除了创业者、
管理者的不懈付出，更是抓住了历史
性机遇——国家级新区、自贸试验
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级经
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
区、行政区，“六区叠加”的政策加持，
推动新区不断在体制机制创新、优化
营商环境、加大供给侧改革等方面大
胆试、无畏闯、自主改。截至目前，梯
次推进各类改革创新项目553项，其
中3项综合性改革全国首创，16项综
合性改革全省首创，22项改革入选
国家级、省级改革试点，48项改革在
不同范围复制推广。

7年来，崛起中的哈尔滨新区，
吸引了世界500强企业、头部大咖纷
纷北上，投巨资在新区布局超级大项
目。近段时间，踏着我省“四大产业”
的节拍，新区的数字经济、生物经济
迎来爆发期，一批领军企业踏浪而
来，谈合作、落项目、赶工期。

创新是新区阔步前行的不竭动
力，也是其挺立潮头，勇做改革创新
领跑者的资本，更赋予其底气：“其他
地区有的政策，新区都可以有；其他
地区没有的政策，新区都可以谈”。

2016 年 5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
记到哈尔滨考察调研的哈尔滨安天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如今已发展成为
安天集团。6 年来，牢记总书记嘱
托，安天人砥砺前行，与哈尔滨新区
同频共振，快速成长。“在我看来，新
区正在成为东北亚最富活力的创新
驱动增长极。”安天集团董事长、首席
构架师肖新光，蓄足期待。

哈尔滨 以创新蝶变 借“高地”跃升

②②

①①

③③

““忙忙””

本报讯（见习记者陈薇伊）近日，中国
水产科学研究院黑龙江水产研究所鲑鳟
遗传育种创新团队科研人员首次在哈尔
滨市通河县的“虹鳟科企共建基地”开展
了虹鳟“水科 1号”夏季繁育工作，并成功
获得以虹鳟“水科 1号”为种质基础的全
雌二倍体和三倍体夏季发眼卵 4.5 万余
粒。

黑龙江水产研究所水产遗传育种及
生物技术研究室主任、鲑鳟遗传育种创新

团队负责人王炳谦介绍，虹鳟作为我国冷
水性鱼类产业发展的主养品种，其生物学
的繁殖周期为冬、春两季。而鲑鳟遗传育
种创新团队通过光周期和温度调控等技
术在国内首次获得夏季发眼卵，为虹鳟打
好种业翻身仗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和
种源保障。

目前，该批发眼卵已被分别空运至云
南和甘肃等地的企业进行孵化、养殖，项
目组已启动持续跟踪研究工作，为下一步

规模化生产夏季发眼卵提供基础数据。
据介绍，鲑鳟遗传育种创新团队隶属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鲑鳟遗传育种创新
团队，同时也是国家特色淡水鱼产业技术
体系-鲑鳟种质资源与品种改良岗位团
队。团队成员由 7 人组成，其中博士 3
名。依据产业种质的重大需求，团队在国
内率先开展了数量遗传学理论指导的虹
鳟、金鳟等鲑鳟鱼的系统选育工作，培育
的虹鳟“水科1号”和虹鳟“全雌1号”均已

通过国家原良种委员会审定为新品种。
近年来，获得省部级奖励 5项，授权专利
10余项。

此次成功获得夏季发眼卵，不仅标志
着虹鳟繁育季节性限制被打破，夏卵制备
技术正在走向成熟，同时也预示着我国虹
鳟产业发展过程中无夏卵可用的局面被
破解、优质苗种供应时间链在有效延长，
为扩大我国虹鳟市场规模奠定了坚实基
础。

打破季节限制 虹鳟“水科1号”实现夏卵生产

（上接第一版）
提质增效，提升高质量“含金量”。围

绕“五个强化、五个提升”目标，下发实施
了《2022年提质增效价值创造行动方案》，
明确落实46项具体工作措施，深化实施提
质增效和低成本战略举措，积极推进提质
增效价值创造行动，关键指标有效管控，

提升了效益效率，进一步增强了市场竞争
能力。

改革创新，激发高质量“新动能”。今
年4月份，国有企业改革三年行动72项重
点任务全面收官，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油公司”模式改革持续健全完善，改革攻
坚取得了历史性突破。数字油田建设加

速推进，累计完成3.8万口油水井改造，井
场数字化建设覆盖率达到 31%。大庆油
田深入推进管理提升和体系融合，全面启
动第 108次新时代岗检，岗检新模式基本
构建形成，有力助推了基础管理迈上新台
阶。

市场开发，跑出高质量“加速度”。上

半年，油田市场开发系统坚持“国际业务
快恢复、国内业务稳增长”，从严从实把控
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市场拓展、项目运营
等核心任务，高效规范市场开发工作，聚
焦战略新区对接一批，聚焦传统用户落地
一批，聚焦新兴业务储备一批，外部市场
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9.5%。

大庆油田交出高质量年中“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