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半年全省地区
生产总值63956395..22亿元亿元

同比增长2.8%
高于全国

0.3 个百分点
全国

第 19位

第一产业增加值471.1亿元
增长4.7%

第二产业增加值2282.2亿元
增长1.3%

第三产业增加值3641.9亿元
增长3.2%

同比增速

非凡十年

□张树永 德健宇
本报记者 刘晓云

四面青山排闼，一江碧水绕城。夏
日的牡丹江大地，壮丽秀美，一派生机。

党的十八大以来，牡丹江市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重要讲话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
决策部署，新旧动能加速转换，沿边开发
开放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成绩斐然，各项
事业取得新成效新突破。

十年弹指一挥间，十年跨越换新
颜。新时代的牡丹江，社会进步，活力迸
发，人民生活幸福安康。

创新驱动促转型
深入做好“三篇大文章”

走进牡丹江霖润药用辅料有限责任
公司，车间内外一派繁忙生产景象。该
公司年产8000吨天然纳米纤维素项目以
国际优秀技术团队为依托，以全球领先
的工艺技术为基础，打造设备先进、工艺
精湛、质量优良的国际标准化食品级、药
用级天然纤维素生产基地，加快与国际
先进水平接轨的步伐。

在穆棱经济开发区，穆棱市北一半
导体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金明星指着
在建的二期项目说：“公司自 2017年落
户穆棱以来，经济效益持续增长。去年
成功招引深圳蓝海华腾、复星等资本参
股，项目生产 IGBT、PIM、IPM 模块及
IGBT后端芯片，应用于家电、工业和新
能源汽车领域。二期达产后，我们将跻
身中国电子 IGBT芯片及模块知名企业
行列。”

牡丹江坚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
量发展，以创新驱动加快转方式调结构，
深入做好“三篇大文章”。全市大力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恒丰食品包装纸、牡丹
江烟厂等一批打基础利长远的大项目达
产达效，国家级“小巨人”企业实现零突
破，全市规上工业企业发展到 347户，立
市型企业加快成长，工业园区集聚能力显
著增强。

创新驱动促转型，牡丹江深入推进
科技兴市、人才强市。国家级高新技术
企业数量五年翻两番，从事数字产业、生

物产业的企业分别发展到42家和32家；
深化产学研合作，与哈工大、哈兽研等高
校院所签订共建协议，全市“头雁”团队
工作站发展到12个。去年全社会研发投
入增长 56%、在全省综合型城市中增速
排名第一；不断集聚优秀人才，与清华大

学、哈工大等20所高校共建人才工作站，
引进各类急需紧缺人才 5600余人，牡丹
江成为人才集聚、创新创业的高地。

（下转第二版）
横道河子中俄风情小镇。

牡丹江市委新闻中心提供

牡丹江靓丽转身 开放脚步越走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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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23日电 7月 23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埃及总统塞西致电祝
贺埃及国庆70周年。

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埃及坚定走独
立自主道路，国家建设蓬勃发展，在地区

和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影响。不久前，我
同塞西总统共同出席了全球发展高层对
话会，推动对话会取得丰硕成果，发出了
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的时代强音。

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

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坚定相互支
持，推进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就落实全
球发展倡议开展合作，捍卫发展中国家共
同利益，坚定朝着新时代构建中埃命运共
同体的目标迈进，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就埃及国庆70周年

习近平向埃及总统塞西致贺电

本报23日讯（记者董盈）23日，省
统计局发布2022年上半年我省宏观经
济运行情况：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
核算结果，2022年上半年全省地区生
产总值 6395.2亿元，同比增长 2.8%，高
于全国 0.3个百分点，同比增速居全国
第 19位。从三次产业看，第一产业增
加值 471.1亿元，增长 4.7%；第二产业
增加值 2282.2亿元，增长 1.3%；第三产
业增加值3641.9亿元，增长3.2%。

农业生产稳定发展，产品供应持
续增长。上半年，全省农林牧渔业增
加值503.7亿元，同比增长4.5%。畜牧
业生产继续保持稳定发展态势，成为
拉动农业经济的重要支撑。生猪出栏
1173.3万头，同比增长 8.8%；猪牛羊禽
肉类产量150.1万吨，增长6.7%。全省
蔬菜及食用菌播种面积 8.8万公顷，同
比增长 6.1%；产量 112.8 万吨，增长
7.9% 。全省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
14.3%。

工业生产保持增长，行业增长面
超七成。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3.5%，高于全国0.1个
百分点。全省 40个行业大类中，29个
行业增加值同比实现增长。装备工业
增加值增长14.8%，能源工业增加值增
长 3.4%，食品工业增加值增长 9.4%。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6%，
高于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4.1个百分点。

服务业拉动明显，信息服务业增
势较好。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 3.2%，高于全国 1.4个百分点，拉
动全省经济增长2个百分点，对经济增
长贡献率达到 71.1%。其中，信息传
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14.4%，高于全国5.2个百分点，
拉动全省经济增长 0.6个百分点，对经
济增长贡献率为21%。

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增长，高技术
产业投资涨幅明显。上半年，全省固
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同比增长 6.9%，高
于全国 0.8个百分点，居全国第 18位。
从三次产业看，第一、二产业投资分别
增长 30.3%和 23.8%，第三产业投资下

降 4.7%。全省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
32.7%，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
6.1%，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69.8%。

消费市场有所改善，消费升级趋
势不减。上半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 2393.3亿元，同比下降 3.2%，降
幅比 1~5 月收窄 1.3 个百分点。6 月
份，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由
负转正，比上年同月增长 2.8%。上半
年受疫情影响，消费受到较大冲击，但
消费升级趋势不减，限额以上单位新
能源汽车类、电子出版物及音像制品
类同比分别增长 1.2倍、67.8%。实物
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4.7%。

货物进出口较快增长，进口增势明
显。据海关统计，上半年，全省实现进
出口总值1222.1亿元，同比增长30.7%，
高于全国平均增幅21.3个百分点，增速
居全国第6位。其中，出口229.5亿元，
增长14.1%，高于全国0.9个百分点；进
口 992.6 亿元，增长 35.3%，高于全国
30.5个百分点。

（下转第二版）

地区生产总值6395.2亿元，同比增长2.8%

上半年我省经济运行稳中向好

本报讯（记者桑蕾）7月22日，省
国资委组织召开上半年地方国有企
业经济运行工作会议。记者在会上
获悉，全省地方国有企业累计实现营
业 收 入 868.74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8.99%;实现利润 27.88亿元，同比增
长3.15倍。其中，省国资委出资企业
累计实现营业收入593.76亿元，同比
增长 27.8%;实现利润 23.23亿元，同
比增长93.46%。

上半年我省地方国企
利润同比增长3.15倍

本报23日讯（记者赵宇清）从羊
城广州到奥运冠军之城七台河，这是
一次跨越 3700公里的牵手。23日，
应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之邀，曾经设
计了冬奥会顶流IP“冰墩墩”的广州美
术学院团队来到七台河调研考察，并
与七台河市政府签下战略合作协议。

签约前，七台河市领导与广州美
术学院团队、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一
行围绕如何抢抓机遇、发展创意设计
产业展开座谈。

广州美术学院是我国八大美院
之一，历史悠久，师资力量雄厚，绘
画、工业设计、雕塑、建筑艺术设计等
专业在全国名列前茅。特别是在北

京冬奥会期间，广州美术学院设计团
队设计的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大
放异彩，深受世界各国人民喜爱。

此次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充分
发挥媒体的平台作用，促成广州美术
学院与七台河市政府建立了战略合
作关系，开启了政校媒合作共赢、携
手发展的新篇章。广州美术学院将
充分发挥在创意设计领域的影响力
和对产业的赋能创新能力，与七台河
市政府在城市规划设计及创意设计
产业等领域展开交流合作，这对提升
七台河市城市规划设计水平，加快推
进创意设计产业和冰雪经济发展，具
有重大意义。 （下转第二版）

“冰墩墩”团队
牵手奥运冠军之城七台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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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山，巍峨雄浑；海，波澜壮阔。
25年前的一次考察，将依江面海的福

建与山大沟深的宁夏西海固紧紧相连。
1997年 4月，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

习近平，在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
导小组组长不久，亲赴西海固进行扶贫
考察，为闽宁结亲、山海共融按下“快进
键”。

从东海之滨，到西北山塬，习近平跨
越 2000多公里的“山海情”隽永绵延。25
年来，在习近平亲自谋划、亲自推动下，闽
宁协作开辟了东西部协作的新机制，走出
了变“输血”为“造血”的扶贫路，创造了具
有中国特色反贫困治理的成功范例，带动
两地干部群众在共同富裕道路上接续奋
斗。

携手战贫，“山海情”跨越时空
盛夏时节，闽宁镇福宁村。村民谢兴

昌正在山海小院的直播间里一板一眼地
练习着网络直播带货。

这个小院除了直播销售宁夏特色产
品外，还有一间闽宁协作成果展示馆。自
去年 6月免费开放以来，谢兴昌已在这里
为近2000人讲述了闽宁镇的发展故事。

“苦瘠甲天下”的西海固，直到上世纪
八九十年代，“三日不举火，十年不制衣”
还是当地百姓生活的常态。

1997年 4月，习近平第一次来到西海
固山区，连续多天调研 5县。走进西海固
老乡冯秀花家的窑洞，习近平深感痛心，
他后来回忆说：“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
家徒四壁。一家子既没有桌椅板凳，也没
有铺盖。家里唯一的‘财产’是挂在房梁
上的一撮发菜，就靠卖这么一点发菜来买
油盐酱醋。”

在西海固的调研，让习近平下定决心
推进对口帮扶。在银川郊区考察时，习近
平对东西部协作共建移民村的做法很感
兴趣，提出要“让移民迁得出、稳得住、致
得富”。

很快，习近平亲自圈定银川西南玉泉
营一带作为移民村选址，并命名“闽宁
村”。

当时，42岁的谢兴昌刚刚从西海固山
沟里“跑出来”，正在苦苦“找出路”。1997
年7月15日这一天，在闽宁村奠基仪式上
听到习近平的贺信，谢兴昌欣喜万分，返
回西吉县动员大山沟里的乡亲们搬迁。

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先后 5次出
席闽宁对口扶贫协作联席会议，亲自调
研、科学谋划、全力推动，提出的“优势互

补、互利互惠、长期协作、共同发展”指导
原则，以及“联席推进、结对帮扶、产业带
动、互学互助、社会参与”的合作机制，为
闽宁协作搭建了四梁八柱。

到中央工作后，习近平又分别在2008
年、2016年、2020年三次踏访西海固，为西
海固的脱贫和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

2008年 4月 8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宁夏考察
时，来到固原市原州区深沟村调研，鼓励
当地要有发展的思路和意识，带动村民富
起来。

一席话点醒时任深沟村党支部书记
马正刚。此后，他带领村民们成立农机合
作社，在周边乡镇承包农田建设工程。十
多年过去，如今的深沟村已经变为美丽的
深沟社区。后来在宁夏脱贫攻坚中发挥
重要作用的村党组织带头人和致富带头
人“双带工程”，正源于此。

2016 年 7 月 18 日至 20 日，习近平总
书记再次来到宁夏，赴闽宁镇考察。这里
是 19年前他亲自提议福建和宁夏共同建
设的生态移民点。年过花甲的谢兴昌见
到了习近平总书记，他拉着总书记的手
说：“共产党的恩情，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闽宁镇探索出了一条康庄大道，我
们要把这个宝贵经验向全国推广。”看到

闽宁镇的可喜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倍感欣
慰。

2020年 6月 8日至 10日，习近平总书
记第四次来到宁夏。脱贫攻坚战即将收
官，他又开始为宁夏谋划如何走好乡村振
兴新征程。

顶着烈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黄河边
的稻渔空间乡村生态观光园，沿着田埂走
进稻田深处，了解农业合作社带动农民增
收致富情况。

“不能把农民土地拿走了，干得红红
火火的，却跟农民没关系。要共同致富。”
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暖到农民的心窝子
里。

“总书记时时刻刻惦记着我们农民！”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的村民孙玉
珍热泪盈眶，她家里 13亩地流转给观光
园，又在观光园打工拿工资，比自己种地
的收入多三倍。

随后，在贺兰山下的一片葡萄园，习
近平总书记详细询问葡萄种植、葡萄酒销
售和村民收入情况，他指出：“宁夏要把发
展葡萄酒产业同加强黄河滩区治理、加强
生态恢复结合起来，提高技术水平，增加
文化内涵，加强宣传推介，打造自己的知
名品牌，提高附加值和综合效益。”

（下转第三版）

习近平的山海情
本报23日讯（记者曹忠义 李国

玉）7月20日至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
副委员长曹建明率执法检查组就贯彻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
法》情况在我省开展执法检查，并召开
座谈会。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鹿心社、李纪恒参加执法
检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许勤主持座谈会。

座谈会上，曹建明说，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是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
出发、顺应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作出的重大决策。《中华人民共和国
乡村振兴促进法》颁布实施一年后，全
国人大常委会就组织开展执法检查，
充分说明了这部法律和乡村振兴工作
的重要性。黑龙江省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
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大力发展现代化大农业，
乡村产业发展步伐加快，农村发展活
力充分释放，乡村振兴实现良好开
局。希望黑龙江省认真落实乡村振兴
促进法各项规定，加强党对“三农”工
作的全面领导，落实中央统筹、省负总
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推动乡村
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农民持续稳定
增收，持续深化农业农村改革，完善城
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构建自治、法
治、德治、智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
系，加大乡村振兴投入力度，在法治上
推动乡村振兴工作开创新局面。

许勤表示，乡村振兴促进法是“三
农”领域一部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
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是做好新阶段

“三农”工作的法治遵循。一年来，黑
龙江省切实抓好乡村振兴促进法的学
习宣传和贯彻落实，把相关法律制度
和法律责任，转化为推动乡村振兴的
具体举措和实际成效。下一步，黑龙
江省将继续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三农”工作重要论述为指导，把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
的总抓手，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振兴
发展的重要内容，坚决当好国家粮食
安全“压舱石”，争做全国农业现代化
建设排头兵，充分发挥乡村振兴促进
法的引领、规范、保障作用，统筹推进
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全面振
兴。实施现代农业振兴计划，培育壮
大特色乡村产业，加力推进乡村建设
行动，创新农村社会治理方式，持续拓展农民增收渠道。坚持和加强党的全
面领导，落实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工作机制，完善支农惠农强农政策措施，
加强乡村振兴促进法实施情况监督检查，推动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

执法检查组先后赴哈尔滨、牡丹江市，检查乡村振兴促进法实施情况，
听取有关方面意见建议。

在哈期间，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勤，省委副书记、省长胡昌升
拜会曹建明。省领导于洪涛、王永康、王兆力、李海涛及中省直有关单位负
责同志参加有关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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