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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7日电 中共中央党
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关于尊重
和保障人权论述摘编》俄汉、法汉、西汉、
日汉对照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发行。
《习近平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论述

摘编》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辑，分 9个专题，系统收录了习近平同志

围绕尊重和保障人权发表的一系列重
要论述。该书俄汉、法汉、西汉、日汉对
照版和此前出版的英汉对照版，对于国
内外读者深刻理解习近平有关重要论

述的丰富内涵，深入了解中国尊重和保
障人权的伟大实践，增强当代中国人权
观的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具有重要
意义。

《习近平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论述摘编》
多语种对照版出版发行

本报讯（汪宇 记者刘晓云）在 5日
北京举行的“2022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信
息发布”活动中，东宁黑木耳以843的品
牌强度、181.9亿元品牌价值位列全国区
域品牌（地理标志）排行榜第15名，蝉联
全国地标产品食用菌类第1名。

“2022 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信息发
布”活动由新华社、中国品牌建设促进
会、中国资产评估协会主办。今年参加

评价的品牌数量达到 1056个，涵盖大部
分行业的龙头企业，对其中 645个品牌
进行了品牌价值评价信息发布。东宁黑
木耳位列全国区域品牌（地理标志）排行
榜第 15名，比 2021年前进 4位，品牌价
值增加0.63亿元。

东宁位于黑龙江省东南部，三面环
山一面向海，林水资源丰富，是公认的优
质黑木耳主产基地，出产的东宁黑木耳
形如弯月、色如墨玉、口感爽滑、味道鲜
美。东宁黑木耳是首批中欧互认地理标
志保护产品，被业界盛赞“东宁黑木耳、
中华第一品”，东宁因此先后收获“中国
黑木耳第一县”“全国黑木耳分会会长单
位”等荣誉。

据了解，东宁将持续聚焦“标准化、
科技化、品牌化、金融化”发展，加快实
施数字经济、生物经济、创意升级产业，
以东宁黑木耳产业链为依托，推动产业
链与创新链、服务链、资金链、人才链融
合发展，有效对接，紧盯关键环节、关键
节点，进一步延链、补链、强链，全力打
造独具竞争力的大食物观先行地和全
国最大的最重要的黑木耳生产加工基
地，使产业富民增收支柱地位持续巩
固，产业核心竞争力明显增强，品牌价
值持续提高。

木耳采摘。 本报资料片

蝉联全国地标产品食用菌类第1名

东宁黑木耳品牌价值181.9亿元

本报讯（记者韩波）在刚刚发布的
“2022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信息”中，作为
黑土优品的五常大米再拔头筹，品牌价
值达 710.28亿元，品牌强度值达 926，连
续7年蝉联地标产品大米类全国第一。

近年来，五常市深入实施大米产业
提升工程，从“品种、品质、品位、品相、品
牌”五方面入手，发力提升和保护五常大
米品牌价值，不断擦亮五常大米金字招
牌，努力让五常大米成为享誉世界的品
牌。

五常被誉为“中国优质稻米之乡”，
环境好、水质好、土壤好、气候好、品种好

“五好”，成就了五常大米品牌的天然优
势。五常自然生态环境优良，绿色植被
覆盖率高达70％。拉林河、牤牛河、溪浪
河等水系纵横，灌溉万亩沃野良田。五
常市地处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土壤异
常肥沃。水稻产区三面环山，马蹄形地
势形成独特气候特征，水稻中干物质品
种和数量积累较多，稻米口感香甜。五
常水稻主栽品种为稻花香2号，结合五常
自然生态特点选育，是不可复制的国内
顶级品种。

为打造高品质五常大米，五常市坚

持“品种＋品质＋品位＋品相＋品牌”同
步提升的发展理念，全力做强稻米产业。

以科技为引领，提升品种。加强五
常稻花香原种的提纯扶壮，加大新品种
研发力度，从源头保证五常大米口感和
品质。

建立标准体系，提升品质。参照国
际好大米标准，针对稻米从良种繁育、浸
种催芽、育苗插秧、收割仓储到加工销售
的27个流程99道工序，制定了五常大米
八方面地方标准，建立了五常大米产业
标准体系。同时，实行“生态保护红线、
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环境准
入负面清单”的“三线一单”管控办法，筑
牢顶级品质基础。

挖掘内涵，提升品位。全面落实河
长制，实施黑土地保护提升工程，推行不
用化肥、不用农药、不用除草剂的“三不
用”行动，打造“中国稻乡·生态五常”品
牌。

内外兼修，提升品相。建立五常大
米溯源防伪系统，实现从田间到餐桌的
全程可视化追溯，让“购五常大米，认溯
源标识”人尽皆知。

强力整合，提升品牌，不断提升五

常大米品牌在国内外的影响力，让消费
者吃到安全健康、绿色有机的五常大
米。

截至目前，五常市大米种植面积达

249.1万亩，年产优质大米 70吨，两项指
标居全国县级前列。绿色种植全域覆
盖，有机种植达到100万亩。

丰收的喜悦。 本报资料片

品牌价值连续7年蝉联地标产品大米类全国第一

五常 提升“五品”打造高品质大米

□本报见习记者 李成茁

封闭的房间内充斥着阵阵嘶
吼，微弱的灯光下对着橡胶人拳打
脚踢。20分钟后，气喘吁吁地静坐
在监狱心理医生面前，继续倾吐烦
恼……在呼兰监狱心理宣泄室，监狱
民警张鹏正带着服刑人员进行心理
矫治工作。

一座高墙,四角天空。39岁的张
鹏现任黑龙江省呼兰监狱狱政管理
科科长，在高墙内一次次地心灵拯
救，让服刑人员感受到生命的真谛与
希望，是张鹏平常工作中做的不平凡
的事。

打开封闭“心门”的破冰人
2007 年，刚参加工作的张鹏面

对形形色色的服刑人员，也曾心中打
怵。“选择这份职业，就要对得起穿在
身上的警服。”他在心底默默地给自
己打气，鼓励自己主动与服刑人员交
流，笔记本上详细写满服刑人员的性
格特征……十几年如一日，张鹏从最
初对服刑人员“心里打鼓”到对每个
人都“了如指掌”、烂熟于心。

“怕被人看不起，是他的心魔！”在
张鹏的谈话日志上，密密麻麻记录着
服刑人员马某的心理特征，作为全狱
出名的“刺儿头”，如何让马某打开封
闭的“心门”，张鹏可谓“下了功夫”。
结合科学的心理导入，剖析违纪带
来的严重后果，与其家属搭起沟通
桥……潜移默化中，让沟通有了温度。

2013年底，马某突发疾病，在监
外就医期间无家人看护，张鹏在履行
看押戒护任务的同时，承担起照顾病
患马某的责任，为其垫付医疗费，购
买后续治疗药品，在精神上安慰、日
复一日的相处，马某终于卸下了坚硬
的“防御盔甲”。

返回监区后，马某明显转变。如
今，“变得比之前好相处”是狱友对他
最多的评价。工作至今，张鹏已累计
开展谈话教育 5000余人次，累计教
育转化200余人。

开展“一犯一策”矫正策略
呼兰监狱常年在押服刑人员

4000 人以上，占全省押犯近十分之
一，80%以上的服刑人员为十五年以
上、无期、死缓的重刑犯，面对一个个
迷失的灵魂，如何更好地对每一名服
刑人员进行细致帮扶管教是张鹏一
直寻求的答案。

“碎片化的‘直觉’管理对认定服
刑人员危险行为不够细致，在大数据
时代，要通过数据分析对服刑人员进
行综合观察。”在张鹏担任改造副监
区长开始，每日查看服刑人员基本情
况、服刑人员改造数据并将其纳入自
己的“思维”网格。对潜在危险较大
的顽危犯进行全面数据分析，结合服
刑人员心智、精神等多方面表现评估
服刑人员人格特征，形成“一犯一策”
教育转化的矫正对策。任职7年里，
张鹏累计对服刑人员教育转化率达
95%。

在狱政科工作后，张鹏把数字化
管理体系理念拓展到工作中，带领团
队规范整合服刑人员主档信息 4000
余人，建立专用档案室，提出服刑人
员信息数字化大数据体系，为全省监
狱服刑人员信息化大数据库建立提
供基础素材。

两年累计封闭执勤备勤600天
“这个春节与众不同，没有缤纷

的烟花，没有爸爸的陪伴，希望疫情
早日结束。”这是张鹏女儿在作文中
对父亲的思念。2020 年春节，刚刚
结束大年三十值班的张鹏准备回家
与家人团圆，突然接到命令：监狱即
将实行全封闭管理。张鹏第一时间
选择返回岗位，在第一轮坚守过后，
他却又和另外17名同事签下请战书
选择留守。

疫情初始，多省份全面暴发疫
情，监区在押的南方籍 30余名服刑
人员担心家人的状况，情绪波动大。

“要相信国家的力量。”在进行言语疏
导的同时，张鹏组织服刑人员给家里
拨打亲情电话，了解服刑人员家人状
况，平稳服刑人员思想状态。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监
狱民警来说是一场旷日持久、艰苦卓
绝的阻击战，2020 年封闭执勤备勤
天数长达293天，2021年封闭执勤备
勤天数长达297天，服刑人员物品检
查、突发事件处理、心理讲座指导
……监狱的每个角落都有他的身影，
由于工作的特殊性，与家人聚少离
多，两年时间，在监狱封闭执勤备勤
近600天内，张鹏错过了与妻子的结
婚纪念日、错过了女儿的生日、错过
了春节与家人的团聚。“只因责任在
肩，所以一如既往。”在张鹏眼中，自
己能做的，只有用行动诠释初心与使
命，用自己的付出和奉献彰显责任与
担当。

张鹏“高墙”内的心灵摆渡人

关注四川泸定地震

据新华社成都电（记者魏玉
坤）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工作组
6日抵达四川，深入震中泸定县磨
西镇和受灾严重的石棉县查看灾
情，指导开展抗震抢险救灾工作，
要求尽最大努力搜寻失联者。

当日上午，工作组来到磨西镇
的受灾群众集中安置点海螺沟景
区广场，实地查看安置点生活物资
情况，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生
活。随后，工作组来到前线指挥部
看望慰问奋战在搜救一线的消防
救援人员。下午，工作组驱车前往
石棉县震区，沿途查看灾情，在石

棉县前线指挥部召开抢险救灾工
作会议，进一步研究部署抢险救援
和应急处置工作。

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工作
组要求，当前，要把抢救生命作为
首要任务，抢抓 72小时黄金救援
期，全力做好受伤人员救治；做好
余震监测和次生灾害防范工作，组
织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妥善安
置受灾群众，抓紧调拨发放基本救
灾物资；做好灾区疫情防控工作，
集中开展灾区卫生防疫消杀灭工
作；抢修恢复基础设施，加快供水、
供电、供气、通信等抢修进度。

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工作组
在震区指导救灾工作

据新华社北京9月7日电 为
体现党中央对灾区基层党组织和
党员、群众的关怀，近日，中央组织
部从代中央管理的党费中向四川
省下拨 2000万元，用于支持抗震
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

中央组织部要求，灾区各级党
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充分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
用，切实把抢救生命作为首要任

务，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全
力做好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工
作。灾区党员、干部要深入抗震救
灾第一线，冲锋在前、勇于担当，到
灾情最严重的地方去，到群众最需
要的地方去，做灾区人民的主心骨
和贴心人。党委组织部门要充分
发挥动员和保障作用，注意在抗震
救灾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注意发
现、宣传和表彰先进典型，为抗震
救灾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中组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
下拨2000万元用于救灾

五常大米品牌价值 710.28亿元
佳木斯大米品牌价值 212.89亿元
东宁黑木耳品牌价值 181.9亿元
庆安大米品牌价值 125.12亿元
方正大米品牌价值 125.06亿元
通河大米品牌价值 124.09亿元
延寿大米品牌价值 100.3亿元
同江大米品牌价值 70.36亿元
泰来大米品牌价值 50.62亿元

九三大豆品牌价值 50.27亿元
海伦大豆品牌价值 48.1亿元
响水大米品牌价值 43.69亿元
绥化鲜食玉米品牌价值 37.25亿元
肇源大米品牌价值 30.98亿元
海伦大米品牌价值 21.33亿元
伊春蓝莓品牌价值 16.54亿元
同江大豆品牌价值 8.6亿元
同江玉米品牌价值 5.3亿元

我省上榜地理标志品牌价值

我省上榜企业品牌价值
黑龙江倍丰农业生产资料集团有限公司品牌价值 75.52亿元
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品牌价值 60.52亿元
黑龙江龙煤矿业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品牌价值 34.22亿元
牡丹江友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品牌价值 20.61亿元
延寿县鼎鑫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品牌价值 18.13亿元
北大荒垦丰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品牌价值 17.41亿元
黑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品牌价值 14.99亿元
肇源县鲶鱼沟万基谷物加工有限责任公司品牌价值 11.13亿元
黑龙江秋然米业有限公司品牌价值 10.41亿元
延寿县福鑫米业有限公司品牌价值 9.58亿元
延寿县仁杰米业有限公司品牌价值 8.73亿元
方正县宝兴新龙米业有限公司品牌价值 7.92亿元
方正县盛禧米业有限公司品牌价值 7.8亿元
五常市彩桥米业有限公司品牌价值 6.05亿元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品牌价值 5.48亿元
哈药集团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品牌价值 3.05亿元

□李海天 本报记者 董新英

近日，在庆安县欢胜乡的一处大豆种
植地块，金黄的豆叶接连成片，粗壮的豆
杆上长着一簇簇密实的豆荚，再过 20多
天，这些沉甸甸的豆荚将喜获丰收。这一
地块是庆安县植物医院优质大豆种植试
验田。今年，庆安县植物医院通过与绥化
北方大豆研究所合作，引进金得丰 5580、
金得丰 6 号、金得丰 12-1、巨金 50、巨金
36、巨金 23等优质高产大豆品种，在欢胜
乡、大罗镇、民乐镇、同乐镇、庆安镇、致富

乡、柳河镇等不同积温带乡镇流转土地
4000多亩进行试种，从而在全县范围内示
范推广优质大豆品种，引带农户扩种大豆
增收致富。

“我们这片地种的是金得丰 5580，这
个品种特点就是结荚比较密，像我手里拿
的这株大致有 100多个荚，如果这 100多
个夹我们按每个荚 2粒半到 3粒计算，有
望一株产 200粒到 300粒，这样亩产可以
达到五百六七十斤，每公顷产量8000斤以
上。”庆安县植物医院经理赵裕峰介绍说。

高标准的农业种植、管理技术也尤为

重要。庆安县植物医院技术员王树军说：
“我们今年采用的种植技术是大垄双行，
抗风、抗旱、抗寒，使用的肥料是氮磷钾掺
菌剂，能把土壤里的氮磷钾充分的提高起
来，增加大豆的根瘤，提高作物的吸收率，
我们飞防飞了 5遍，结荚期、开花期、作果
期能提高叶子的肥厚度，叶子越黑越肥营
养吸收越好。”

庆安县植物医院工作人员算起了效
益账：今年每公顷地种子投入 600元，底
肥 1605 元，药剂 360 元，叶面肥 840 元，
机械 3217.5 元，土地流转费用 12000 元，

总计成本费用在 18622.5元左右；根据目
前长势情况，预计每公顷产量在 8400斤
左右，目前已经与龙王食品有限公司签
订合同，以每斤 3元的价格进行回收，每
公顷地可收入 25200 元左右，除去成本
种植纯利润在 6577.5 元左右，而且种植
大豆还有国家补贴，每公顷地可收入
13000元左右。

据悉，今年，庆安县深入贯彻落实全
省稳粮扩豆工作目标，广泛宣传动员农户
种植大豆，全县落实大豆种植面积60.5万
亩，预计产量将达到10万吨。

庆安：4000多亩优质大豆试验田丰收在望
每公顷地预计收入13000元

本报讯（记者曲静）在 5日北京举行
的“2022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信息发布”活
动中，倍丰集团本次品牌价值为 75.52
亿元，荣膺最具品牌实力、最具影响力的
农业品牌之一。

黑龙江倍丰农资集团成立于2004年，
是由原黑龙江省农资公司改制组建的混合

所有制现代企业集团，是东北三省农资供
应的主渠道企业与行业龙头。集团总注册
资本16.18亿元，资产总额212亿元，现有
员工1426人，下设7个部门、3个中心，并有
全资、控股企业39家。集团年经营肥、药、
种农资商品550万吨，粮食仓储、加工、贸
易近200万吨，年测土配方施肥面积1850

万亩，年营业额150亿元，农资经营规模中
国第三，综合竞争力排名第五，是中国优秀
诚信企业，位列中国服务业500强（第328
位）、黑龙江省百强（第21位）。

2022年上半年，面对黑龙江省化肥供
应紧张，个别品种呈现货源紧缺的严峻备
春耕形势，倍丰集团按照省委、省政府、省

供销社部署，坚决落实、主动扛起农资保供
政治责任，倍丰集团确立了“抗疫情、保春
耕”的经营工作主基调，强化“倍丰”品牌政
治属性，把品牌建设牢牢聚焦在服务“三
农”主责主业上，采取有力措施保障省内农
资供应，彰显“倍丰”品牌业界影响力，为全
省备春耕农业生产保驾护航。

聚焦服务“三农”倍丰集团品牌价值75.52亿元

震区的户外课堂
9月7日，石棉县草科乡附属幼儿园的小朋友在中心小学吃午饭。

该校118名学生在教职员工组织下，有序恢复学习生活。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