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26日讯（记者付宇 见习记者李
雪君）26日，由省政府主办、省商务厅承办
的黑龙江省高水平出口消费品加工区招
商推介会在海口举行，宣传推介我省出口
消费品加工区的优惠政策、营商环境和合
作机会，吸引国内外知名消费品加工企业
共谋合作。

我省有关部门、首批培育建设出口消
费品加工区所在地政府相关负责人，海
南、广东、浙江等省份企业代表150余人参

加推介会。推介会上，哈尔滨、大庆、黑
河、绥化、绥芬河、东宁和穆棱详细介绍了
各自的加工区产业情况及战略规划布局。

本次推介会搭建了我省与各地企业
家开展合作的平台，会前全省各市地加工
区与参会企业进行了广泛的对接，形成了
一批合作成果。本次推介会共有新东茂
2.5万锭亚麻纺纱等10个项目进行了现场
签约，涉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发酵、陶
瓷、麻纺、食品、艺术衍生品等 8个产业领

域，现场签约合同额9.57亿元。
会后，企业家们围绕高水平出口消费

品加工区，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对接交流，
共同探寻合作发展路径。参会企业家纷

纷表示，黑龙江的发展优势独特、趋势较
好，各项优惠政策、优化的营商环境，能让
企业家更加安心、放心地扎根龙江，将会
来龙江实地考察精准对接。

我省在海口推介高水平出口消费品加工区
现场签约10个项目 合同额9.57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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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26日电 国家主席习
近平 7月 26日下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
同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举行会谈。两国
元首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就中印尼关系
以及双方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全面
深入交换了意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

习近平指出，你是北京冬奥会后中方
接待的首位外国元首，充分体现了双方对
发展中印尼关系的高度重视。近年来，在
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印尼关系蓬勃发展，
彰显强劲韧性和活力。双方战略互信日
益巩固，政治、经济、人文、海上合作“四轮
驱动”合作格局不断深化，在维护地区和

平稳定、促进世界团结合作方面展现担
当，积极有为，树立了发展中大国联合自
强、互利共赢的典范。事实证明，发展好
中印尼关系不仅符合两国共同长远利益，
也在地区和全球层面产生积极深远影
响。当前，中国人民正向着全面建成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迈进，印尼人民也正为实现 2045年建国
百年目标积极打拼。我愿同你一道，继续
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引领中印尼关系
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和
世界和平稳定作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强调，中国和印尼发展阶段相

似，共同利益相连，理念道路相通，前途命
运攸关。构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是两国
人民的共同心声和普遍期待。很高兴双
方确立了共建命运共同体这一大方向。
中方愿同印尼以此为统领，巩固战略互
信，坚定支持彼此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
益，坚定支持彼此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
展道路，坚定支持对方发展经济、提高人
民生活水平。双方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
带一路”合作不断走向深入，结出更多硕
果。力争如期高质量建成雅万高铁，实施
好“区域综合经济走廊”和“两国双园”等
重大合作项目。 （下转第六版）

习近平同印尼总统佐科会谈

本报26日讯（孙崇林 张克华 记者
姜斌 刘畅）26日，由世界品牌实验室主办
的2022年（第十九届）世界品牌大会暨2022
年（第十九届）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发布
会在北京中国大饭店举行。会上发布了
2022年《中国 500最具价值品牌》分析报
告，并为获奖机构颁发证书和奖杯。北大
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九大品牌——“北大
荒”“九三”“完达山”“丰缘”“建三江”“北
国宝泉 47度”“垦丰种业”“荒都”“亲民食
品”携手荣登中国 500最具价值品牌排行
榜。

据介绍，在这份基于财务数据、品牌
强度和消费者行为分析的年度报告中，由

北大荒集团持有的“北大荒”品牌，价值达
1706.96亿元，排名第 42名。较 2021年品
牌价值 1439.85 亿元增长 267.11 亿元，排
名提升 7名。同 2004年品牌价值 17.91亿
元相比，18年间“北大荒”品牌价值增长了
94.3倍。

由九三粮油工业集团持有的“九三”
品牌，价值达 575.27亿元，排名第 160名；
由北大荒完达山乳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的“完达山”品牌，价值达 521.52亿元，排
名第 170名；由北大荒丰缘集团有限公司
持有的“丰缘”品牌，价值达到 130.62 亿
元，排名第411名；由建三江分公司持有的

“建三江”品牌，价值达到 128.92亿元，排

名第418名；由宝泉岭分公司持有的“北国
宝泉47度”品牌，价值达到125.26亿元，排
名第 428名；由北大荒垦丰种业股份公司
持有的“垦丰种业”品牌，价值达到 105.65
亿元，排名第462名；由牡丹江分公司持有
的“荒都”品牌，价值达到93.75亿元，排名
第 472名；由北大荒亲民有机食品有限公
司持有的“亲民食品”品牌，价值达到
82.95亿元，排名第479名。

据介绍，“北大荒”品牌是三代北大荒
人传承弘扬北大荒精神，经过75年的辛勤
耕耘，在亘古荒原上铸造起来的丰碑。“北
大荒”品牌具有不可比拟的资源优势和产
业优势，4500多万亩的沃野良田和原生态

的自然资源禀赋是发展现代化大农业和
生产绿色有机食品的天然王国，绿色食品
认证面积 1279.57万亩，有机农产品认证
面积 330.9万亩，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
化生产基地面积 860万亩。“北大荒”品牌
系列农产品已经成为百姓放心的餐桌食
品，“北大荒”已经成为“绿色、安全、营养、
健康”的代名词。

据悉，世界品牌实验室是一家国际
化的品牌价值研究机构，全资附属于世
界领先的数字技术和战略咨询公司——
世界经理人集团，其研究成果已经成为
许多企业并购过程中无形资产评估的重
要依据。

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发布

北大荒集团九大品牌上榜
“北大荒”品牌价值1706.96亿元，排名第42名

本报26日讯（记者郭铭华）26日
下午，省政协召开十二届七十八次主
席会议。省政协副主席陈海波主持
会议，副主席聂云凌、郝会龙、赵雨
森、马立群、庞达、迟子建、曲敏及秘
书长夏立华出席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我省满文
档案文献保护开发和利用情况的调研
报告》《关于“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
动”的调研报告》《关于加快我省边境
地区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的调研报
告》《关于我省推进农村“厕所革命”情
况的调研报告》《关于加快我省跨境电
商综合试验区建设的调研报告》。

会议强调，要统筹谋划好各项工
作。一是深入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

政治协商工作条例》，确保政治协商
规范有序。要准确把握政治协商定
位，结合实际建立健全政治协商工作
机制，不断提高政治协商工作科学化
制度化规范化水平。二是深入开展
调查研究工作，确保政治协商的高质
量。要做好政治协商活动的筹备工
作，提高协商议题的针对性，增强调
研活动的计划性和深入性，组织各方
面做好协商准备工作，切实提高政治
协商工作质量。三是注重狠抓责任
目标落实，确保协商任务按时完成。
要把年度协商工作计划作为督办的
重点内容，适时开展督促检查，跟踪
报告年度协商计划落实情况，确保按
时完成协商工作任务。

省政协召开十二届
七十八次主席会议

本报讯（记者曲静）第五届数字中国
建设峰会电子政务分论坛 24 日在福州
举行。论坛上，黑龙江、福建、河北、辽
宁、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
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宁夏等十五省
政务服务“跨省通办”举行合作启动仪

式。
我省将会同相关兄弟省区市，依托

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充分运用国
家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统一身份认证、
统一证照服务、统一电子签章认证、统
一数据共享等公共支撑能力，围绕“用

户通、系统通、数据通、证照通、业务
通”，着力打通业务链条和数据共享堵
点，拓展创新“跨省通办”服务渠道，共
同打造“全程网办、异地可办、自助通
办”的便利化政务服务模式。

另据了解，按照“功能集成化、系统

统一化、事项标准化、布局合理化、服务
规范化”的要求，省营商环境建设监督
局在黑龙江政务服务网开设全国“跨省
通办”事项服务专区。国家要求实现

“跨省通办”的 140 项高频政务服务事
项，我省已完成 133项。

黑龙江等十五省携手推进政务服务“跨省通办”

□本报记者 韩波 马智博

拿到《道里区产业创新发展政策“二
十”条》，哈尔滨鹏程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刘铭很快找到可以“对号入
座”的助企新政，按照道里区营商环境建
设监督局工作人员的指导，很快完成申
报。“不用企业东奔西跑找政策，道里区把
贴心服务送上门，我们可以心无旁骛搞生
产。区域营商环境越好，企业发展就越有
活力！”刘铭的获得感源自哈尔滨市道里
区创新开展的优化营商环境“六百”行动。

为构建亲而有度、清而有为的亲清政
商关系，哈市道里区持续深化“放管服”改

革，开展优化营商环境“六百”行动，以助
企兴业“惠百策”、优化环境“减百程”、贴
心服务“走百企”、千方百计“答百问”、建
言问计“献百言”、要素对接“联百姻”为抓
手，转作风、提效率、优服务，以更优营商
环境，释放振兴发展潜力，激发市场主体
活力。

“道里区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提升区
域竞争力的‘关键一招’，在‘六百’行动
中，努力打造体制顺、机制活、政策好、审
批少、手续简、成本低、服务优、办事畅、效
率高的优质营商环境，持续擦亮‘办事不
求人，道里好办事’的营商环境服务品牌，
让道里区真正成为投资兴业的‘热土’！”

哈市道里区委书记董继文说。
数字无言，掷地有声。据统计，截至6

月末，哈市道里区政务服务事项“网办率”
为 100％、“跑一次率”100％、“即办率”提
升至74.39％，均位居全市第一。

“减百程”“答百问”
把脉破题更精准

“新注册公司申领营业执照要走哪些
程序？交哪些材料？审批时间多长？”近
日，哈市道里区区长周传龙以办事群众和
窗口工作人员身份，在区政务服务中心走
流程，亲身感受窗口业务精不精、流程通
不通、效率高不高。此举也正是“六百”行

动中“减百程”的重要渠道。
“好的营商环境是生产力、竞争力，我

们抓住创建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政务
服务新格局契机，切实解决市场主体发展
中遇到的痛点、难点、堵点，让‘放管服’改
革‘放’出环境、‘管’出效果、‘服’出质量，
在道里区激发市场主体的创业热情、创新
活力。”周传龙说。

服务流程如何精准优化，道里区有清
晰明确的思路。区主要领导带头调研，体
验办事全流程，以“一把手”走流程推动政
务服务提质增效。截至目前，全区21家委
办局“一把手”共体验事项62项，发现并完
善优化问题39处。 （下转第三版）

哈尔滨市道里区推动营商环境跃升晋位

“六百”行动释放潜力激发活力

本报26日讯（记者韩丽平）26日，在
哈尔滨举办的Z15（AC352）型直升机颁
证仪式上，中国民用航空局向中国航空
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空工
业”）下属哈尔滨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航空工业哈飞”）颁发了
先 进 中 型 多 用 途 民 用 直 升 机 Z15
（AC352）型直升机型号合格证，标志着
该型直升机研制工作取得圆满成功，具
备了进入国内民用市场的条件，填补了

我国民用直升机谱系空白。
Z15（AC352）直升机是由航空工业

与法国空客直升机公司对等合作联合研
制的先进的中型多用途直升机，航空工
业哈飞是中方总承包单位，航空工业直
升机所是中方总设计师单位。该项目开
创了我国在航空高科技领域与西方发达
国家全面对等（50%：50%）合作的先河。

Z15（AC352）是国内首个以新修订
《运 输 类 旋 翼 航 空 器 适 航 规 定》

（CCAR-29-R2）为审定基础并完成相应
设计、试验、验证的直升机，配装由中国航
发与法国赛峰直升机发动机公司联合研制
的涡轴16发动机，采用常规气动布局，双
发、宽机身、前三点可收放轮式起落架，最
大起飞重量7.5吨，最大航程850公里，可
搭载16名乘客。该型机采用了4轴数字自
动飞行控制系统、玻璃座舱和高集成度航
空电子设备、5片旋翼的球柔性主桨毂以及
抗坠毁机身等多种成熟技术，旋翼系统和

机身寿命可达20000小时，传动系统和发
动机的大修间隔高达5000小时，损伤容限
和防鸟撞等安全性指标远高于适航规范，
噪声水平优于适航标准，整机性能达到国
际同类直升机先进水平，油耗低于国外同
类产品，具有安全性高、可靠性强，内部空
间大、舒适性好、航程远、经济性优等显著
特点，可广泛应用于搜索救援、海油作业、
人员运输、医疗救护、商务包机等领域。

空中飞行。 受访单位提供

哈飞

AC352

16位院士走进牡丹江

我省人口老龄化程度居全国第三

“银发浪潮”如何
变成“长寿红利”？

哈市起草预付卡管理办法

实行备案制 缴纳保证金

□戴小民 本报记者 李民峰 刘楠

“这些装置下周就将装车发往哈萨克斯坦的
卡沙甘油田了。”7月8日，在大庆惠博普石油机械
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7万平方米厂区里，生产部经
理王焦指着一院子分离器、液氨储罐、开/闭排罐
等油气处理装置介绍。

来自伊拉克的订单，正在加紧生产中。
2022 年上半年，大庆市进出口总值 670.8 亿

元，同比增加38.2%。其中出口总值29.9亿元，增长
19%；进口总值640.9亿元，增加40.2%。6月份进出
口总值128.6亿元，同比增长43%，环比增长30.8%。

从中国到中亚、欧洲；从南海到印度洋、太平
洋……随着“国际朋友圈”不断扩大，大庆越来越
多的企业搭乘着“一带一路”快车，在沿线国家一
路奔驰，越来越多的“大庆造”在世界舞台闪光。

国有企业是绝对主力
从经营主体看，中直大企业仍是大庆市外贸

主力军。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国有企业进出
口 505.9亿元，同比增长 41.9%，占全市外贸总值
93.3%，比去年同期提升2.4个百分点。

从最初的地质勘探，到钻井、修井以及提高采
收率的工程技术服务，再到油田的水电设施建设，伴
随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央企不断扩大“朋友
圈”，以能源合作拓展发展空间。目前，国际业务形
成了伊拉克、蒙古国、南北苏丹3个超亿美元的地区
市场，中东地区形成10亿美元的区域大市场。

今年一季度，大庆油田市场开发成绩喜人，其
中，国际油服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3.21%。

在中东传统市场，大庆油田签约伊拉克哈法
亚CPF1油处理系统升级项目，创造了伊拉克市场
单体EPC项目中标额新纪录；独家中标哈法亚油
田大排量水井电泵项目，填补了伊拉克大排量潜
油电泵技术应用空白；先后签约哈法亚油田钻机
日费服务、哈法亚油田注水井连接、巴士拉稳产 6
万桶井口、锡巴气田采气管线等一系列项目。

在非洲市场，大庆油田中标乌干达中海油翠
鸟油田47公里管道项目，再获南苏丹市场7500万
美元潜油电泵设备与服务大单，中标苏丹2B区钻
井日费项目，实现现有项目滚动挖潜与高效合作。

就在不久前，大庆油田装备制造集团射孔器
材有限公司在完成 5.5万发射孔弹出口乍得的任
务后，出口印度尼西亚的 7300余发射孔弹及全配
套火工器材，也顺利交付；大庆油田装备制造集团
力神泵业有限公司则首次以第一中标人身份签订
伊拉克米桑油田 2000多万美元潜油电泵一体化
服务合同。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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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航程850公里
可搭载16名乘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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