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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15日电（记者魏玉
坤 王雨萧）国家统计局 15日发布数据显
示，7月份，生产供给继续恢复，就业物价
总体平稳，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民生保障
有力有效，国民经济延续恢复态势。

统计数据显示，工业生产稳定增长，
服务业继续恢复。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8%，比上月回落
0.1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38%。全国服务
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0.6%，其中，信息传
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生产
指数分别增长10.3%、4.9%。

市场销售持续增长，固定资产投资规
模扩大。7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

比增长2.7%，比上月回落0.4个百分点；环
比增长0.27%。1至7月份，全国固定资产
投资（不含农户）319812 亿元，同比增长
5.7%；7月份环比增长0.16%。

货物进出口较快增长，贸易结构持续
改善。7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6.6%，比上月加快 2.3个百分点。1至 7
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 236041亿元，同比
增长 10.4%。其中，出口 133698 亿元，增
长14.7%；进口102344亿元，增长5.3%。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消费价格涨
幅略有扩大。1至 7月份，全国城镇新增
就业 783万人。7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
业率为5.4%，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7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
上涨2.7%，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

“总的来看，7月份高效统筹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政策持续显效，国民
经济延续恢复态势。但也要看到，世界经
济滞胀风险上升，国内经济恢复基础尚不
牢固。”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在
15日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说。

付凌晖表示，下阶段，要坚持稳中求
进工作总基调，进一步高效统筹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抓住经济恢复关键期，
着力扩大国内需求，着力稳就业稳物价，
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巩固经济恢复基
础，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7月份国民经济延续恢复态势

新华社北京8月15日电 8月16日出
版的第 16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的重要文章《全党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
彻新发展理念》。

文章强调，新发展理念是一个系统的
理论体系，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
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阐
明了我们党关于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
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重大政治问
题，全党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
展理念。

文章指出，要扎扎实实贯彻新发展
理念。新发展理念是一个整体，无论是
中央层面还是部门层面，无论是省级层
面还是省以下各级层面，在贯彻落实中
都要完整把握、准确理解、全面落实，把
新发展理念贯彻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
和各领域。要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

要方面，切实解决影响构建新发展格局、
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切实解决
影响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突出问题。创
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
共享发展，在工作中都要予以关注，使之
协同发力、形成合力，不能畸轻畸重，不
能以偏概全。

文章指出，要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进入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
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更加注重共同富
裕问题。共同富裕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现
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要始终把满足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作为发展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不断
地、逐步地解决好这个问题。促进全体人
民共同富裕是一项长期任务，也是一项现
实任务，急不得，也等不得，必须摆在更加
重要的位置，脚踏实地，久久为功，向着这
个目标作出更加积极有为的努力。

文章指出，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既要以新
发展理念指导引领全面深化改革，又要通
过深化改革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
展理念提供体制机制保障。要在已有
改革基础上，立足贯彻新发展理念、构
建新发展格局，坚持问题导向，围绕增强
创新能力、推动平衡发展、改善生态环境、
提高开放水平、促进共享发展等重点领域
和关键环节，继续把改革推向深入，更加
精准地出台改革方案，更加全面地完善制
度体系。

文章指出，要坚持系统观念。完整、
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要统筹国内
国际两个大局，统筹“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加强前瞻性思
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
进。要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
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筹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
文章指出，要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是经济
社会发展的工作要求，也是十分重要的政
治要求。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
治党治国治军，样样是政治，样样离不开
政治。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最重要的就
是处理好各种复杂的政治关系，始终保持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正确政治方向。越
是形势复杂、任务艰巨，越要坚持党的全
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越要把党
中央关于贯彻新发展理念的要求落实到
工作中去。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
部要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
政治执行力，对“国之大者”了然于胸，把
贯彻党中央精神体现到谋划重大战略、制
定重大政策、部署重大任务、推进重大工
作的实践中去，经常对表对标，及时校准
偏差。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全党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本报15日讯（记者曹忠义 李国玉）15 日上
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统战工作
会议、7月 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审议
《黑龙江省碳达峰实施方案》，研究部署相关工作。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勤主持会议
并讲话。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
议上的重要讲话，系统阐述了新时代统战工作一
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
想性、理论性，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指明了
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完整准确全面理
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
作的重要思想，牢牢把握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
历史方位和重要使命，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
同心圆，为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凝聚人心、凝聚智
慧、凝聚力量。要完善和发展新型政党制度，加强
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促
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
康成长，做好民族宗教和侨务工作，以及港澳台、
海外和网络统战工作，围绕建设“六个龙江”、推进

“八个振兴”献计出力，把统一战线的资源优势转
化为振兴发展的强大力量。要切实加强党对统战
工作的领导，深入贯彻《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
条例》，用“四个体系”推进统战工作落实，全面提
升统战干部的能力作风，奋力开创新时代统战工
作新局面。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上
来，不折不扣落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
要安全”的重要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推动经济发展全面提质提速，以优异成绩迎接党
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要精准高效抓好疫情防控，
综合看、系统看、长远看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的关系，特别是要从政治上看、算政治账，坚持人
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坚持
动态清零，做好中高风险地区抵返人员管控，省市
县各级疫情防控指挥部都要加强调度，强化“四方
责任”，加强社会面常态化防控，巩固来之不易的
疫情防控成果。要多措并举稳定经济增长，扎实
推进招商引资成果落地，强化包联企业、包联项目
工作，抢抓黄金施工期推进项目建设，采取有效措施提振消费，抓好农业田
间管理，进一步扩大进出口，奋战三季度、冲刺四季度，全力以赴推进龙江经
济高质量发展。要全方位守住安全底线，打好安全稳定百日攻坚战，有效防
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做好防汛度汛、山洪泥石流灾害防治、森林草原雷击
火预警处置、城市内涝治理等工作，保障好困难群众生活，维护社会和谐稳
定。要统筹做好省委第一轮巡视收尾和第二轮巡视启动工作，推进巡视巡
察上下联动，充分发挥巡视利剑作用。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双碳”的坐标系下谋划推进生态振兴、
建设绿色龙江，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稳妥有序推进绿色低碳发
展，加快推进生产生活方式绿色变革，严把新上项目碳排放关，加大绿色低
碳技术研发攻关和推广应用，积极布局数字经济、生物经济、冰雪经济、创意
设计等绿色低碳产业，使绿色成为龙江的靓丽底色和鲜明特质，努力在实现

“双碳”目标中体现龙江担当、作出龙江贡献。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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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5日讯（记者李天池）15日，由
省委宣传部主办的“黑龙江省‘非凡十
年’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二场（现代农
业）”中，省委农办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党
组书记、厅长王兆宪围绕“坚定不移推进
农业现代化建设，当好国家粮食安全‘压
舱石’”做专题发布。

王兆宪在主旨发布中介绍，党的十
八大以来的十年，是黑龙江省农业发展
史上最为成果丰硕、成绩辉煌的十年。
我们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沿着总书记指
引的方向勇毅前行，锚定当好维护国家
粮食安全“压舱石”、争当农业现代化建
设排头兵战略定位，加快构建现代农业
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全力做
好“三农”各项工作。特别是省第十三次
党代会以来，我们坚定不移推进农业现
代化建设，加快推动农业振兴，大力发展

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
业，使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迈进的步伐
更强劲，农业现代化在全面振兴全方位
振兴战略格局中更出彩。

王兆宪说，十年来，黑龙江省累计为
国家贡献粮食 1.47万亿斤。2021年，全
省粮食产量再创历史新高，达到 1573.5
亿斤，比 2012年增长了 253.8亿斤，连续
4年稳定在 1500亿斤以上，连续 12年居
全国首位，粮食产量占全国 1/9强，始终
成为国家粮食安全分量最重的一块“压
舱石”。今年初，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扩种大豆和油料的重要指示精神，
实施大豆产能提升工程，新增大豆种植
面积 1000余万亩，为提高国产大豆自给
率展现了龙江担当。目前，全省粮食生
产形势总体向好，各种农作物长势喜人，
有望再夺农业丰收。

王兆宪介绍，黑龙江省聚焦做强种
业产业，全力推动种业振兴，主要农作物
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 87%，实现
水稻、大豆、小麦种源完全自主。今年完
成寒地作物种质资源库扩建，保存能力
达到 20万份，位居全国前列。累计建设
国家级良种繁育基地 19个、农作物专家
育种示范基地 16个。大力实施“藏粮于
技”战略，全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
率达到 98%，创建国家级农业科技示范
基地 4个，建设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基地
138个、现代农业产业技术协同创新体系
31个，农业主推技术到位率稳定在 95%
以上。生物育种、智能农机、卫星导航、
航化作业、病虫害在线监测等技术广泛
应用，黑龙江打造全国数字农业示范区、
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区、农机装备推广应
用先导区的基础更坚实、信心更坚定。

按照省第十三次党代会部署，我省
围绕提高“粮头食尾”“农头工尾”产业链
层级，打造农业和农产品精深加工万亿
级产业集群，大力实施现代农业振兴计
划，做大做强优质粮食、现代畜牧、生态
林下、寒地果蔬、冷水渔业和特色农业等
六大优势产业，努力提升多样性食物供
给能力，打造践行大食物观先行地。全
省累计创建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9个、
优势特色产业集群 5个、农业产业强镇
51个、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 96个，
规上农产品加工企业达1903家。大力发
展现代畜牧产业，以“两牛一猪一禽”为
重点，实施优质肉奶禽类产业提升工程，
肉蛋奶供给能力持续加强，乳制品加工
能力、奶粉产量和婴幼儿配方乳粉产量
均位列全国首位。

（下转第四版）

黑龙江十年累计贡献粮食1.47万亿斤
目前全省各种农作物长势喜人，今年有望再夺丰收

黑龙江省黑龙江省““非凡十年非凡十年””
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现代农业现代农业

本报15日讯（记者周静 吴玉玺 宋晨
曦 见习记者唐海兵）15日，黑龙江大农业
投资交流会暨农业品牌发布会在哈尔滨市
举行，87个合作项目集中签约，签约金额
1516.5亿元。黑龙江省级农业区域公用品
牌“黑土优品”隆重发布。

会上，省农业农村厅作全省农业招商
推介，哈尔滨市、齐齐哈尔市、佳木斯市、黑
河市、绥化市分别作市地农业招商推介。

会上举行了全省农业招商项目集中签
约仪式，共签约合作项目 87个，签约金额
1516.5亿元，涉及种植养殖、农副产品精深
加工、农业金融、农业科技、生物农业、农业
社会化服务等领域，其中现场签约项目 24
个，签约额 1340亿元。大北农集团在现场
分别与哈尔滨、佳木斯、绥化、黑河、齐齐哈
尔、大庆市人民政府及黑龙江省农业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黑龙江分行、中
国农业发展银行黑龙江分行签订10项战略
合作项目，签约额达千亿元。

会上，省级农业区域公用品牌“黑土优
品”正式发布。“黑土优品”品牌定位是中国
生态农业品牌。愿景是生态龙江、健康中
国。品牌口号是“绿色龙江·黑土优品”。

“黑土优品”的重磅发布，开启了黑龙江农
业品牌化新时代，对打造龙江农业品牌新
生态具有里程碑意义。

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李海涛在大会致
辞中，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与会嘉宾表示热烈
欢迎和衷心感谢。他说，黑龙江是誉满中
华的“大粮仓”，具有投资发展大农业无与
伦比的资源禀赋；黑龙江是农业现代化的

“排头兵”，具有投资发展大农业坚实厚重的
产业基础；黑龙江是农业产业化的“样板
间”，具有投资发展大农业无限广阔的发展
前景；黑龙江是投资兴业的“新热土”，具有
投资发展大农业丰厚可观的产出回报。黑
龙江省有决心、有能力为企业家提供展示
风采的大舞台、前景广阔的大市场、投资创
富的好环境。诚挚欢迎大家到龙江捕捉商
机、投资兴业、共谋发展，共绘龙江大农业发
展新蓝图、谱写合作共赢新篇章！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哈
尔滨兽医研究所研究员陈化兰等6位院士
分别作报告，在种业振兴、品牌农业、黑土
保护、动物防疫等方面，积极为龙江现代农
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大北农集团董事
局主席邵根伙博士作题为“融入龙江农业
大事业 共创伟大事业新辉煌”的报告；哈
尔滨工业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省农投集
团、北大荒农垦集团、龙江森工集团、省金
控集团、省科力投资等农业产业头部企业
作龙江农业产业发展报告；龙江银行等金
融机构作金融助推龙江农业大发展报告。

黑龙江大农业投资交流会暨农业品牌发布会举行
签约项目87个签约总额1516.5亿元

省级农业区域公用品牌“黑土优品”重磅推出

前7个月我省进出口
增速超全国 21.5%

哈尔滨市线上房展会开展
契税补贴政策继续执行

首批120名滞留海南冰城旅客回家后讲述：
每人一碗“下车面”，玩具上有温馨留言贴

“回家真好！”
第二批滞留游客200余人已抵哈

聚焦优势产业聚焦优势产业
打造践行大食物观先行地打造践行大食物观先行地

精准落实帮扶措施精准落实帮扶措施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夯实粮食产能夯实粮食产能
助力乡村振兴助力乡村振兴

品牌标志的核心图形由绿
色叶片与金色饭碗组合而成，整
体看犹如在宽广的地平线上冉
冉升起的东方旭日，代表龙江的
大农业、大物产；一个无限形叶
片，代表生态、生活、生命的生生
不息；一片脉络分明的绿色耕地
阡陌交通，代表浩瀚龙江、沃野
千里、生机盎然。“黑土优品”采
用黑体字，粗壮有力。汉字“优”
与英文字母“U”用绿色进行点
缀，代表黑土地孕育了更丰富、更
高品质的生态物产，为消费者提
供更多的生态、品质、健康的优质
产品。核心图形与字体的组合，
融合上方的金色饭碗，形成一个
大粮仓，凸显黑龙江是国家粮食
安全“压舱石”的地位。

填补省内空白！哈尔
滨制定两项石墨检测标准
通过专家审定

末伏，哈尔滨夜晚真凉爽

详见第二版

详
见
第
四
版

六院士纵论龙江大农业

详见第四版

增开
抚远—佳木斯—威海每日一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