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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华论

翻开《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
展和安全”等专题引人注目。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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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统筹发
展和安全，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带领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团结奋斗，努力实
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
障。统筹发展和安全是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于新发展阶段国际国

内新形势新情况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是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重要内容，具有深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
辑、现实逻辑，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
历史意义。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
程上，我们要坚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
大事，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
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夺取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新胜利。

（一）
7月中旬，2022年中国经济半年“成

绩单”公布。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

长2.5%，二季度经济顶住下行压力实现正
增长。与此同时，中国是世界主要大国
中，新冠肺炎发病率最低、死亡人数最少
的国家。

事非经过不知难，成如容易却艰辛。
今年以来，疫情延宕反复，国际环境

复杂严峻，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更趋艰
巨繁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引领亿万人民勠力同心，坚持稳字当头、
稳中求进，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工作，经过不懈努力，疫情防控取得
积极成效，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成绩，在
高质量发展中赢得历史主动。

（下转第四版）

办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

□新华社记者 刘奕湛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解决党和国
家事业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解放
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
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的根本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将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统筹推进。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引领下，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健全，法治
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法治固根本、稳
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进一步发挥，党
运用法治方式领导和治理国家的能力显
著增强。

“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

“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
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
义务……”

2021年12月3日，山西农业大学太谷
校区的大学生们在老师的带领下诵读《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条文，共同参与国家
宪法日“宪法晨读”活动。每年的全国“宪
法宣传周”，全国各地开展形式多样、各具
特色的宪法宣传活动推动学习宪法深入
人心、落地生根。

时光回溯，党的十八大闭幕后不久，
习近平总书记出席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
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明确提出：“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
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为子孙万代计，为长远发展谋。党中
央以前所未有的决心、举措和力度推进全
面依法治国。

2014 年 10 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
开启大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第一次
镌刻在党的中央全会的历史坐标上。习
近平法治思想，第一次系统、全面地展现
在世人面前。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在建
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征程上树起一座
新的里程碑。

2020 年 11 月，党的历史上首次召开
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将习近平
法治思想明确为全面依法治国的指导思

想，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进全面依法
治国作出战略部署。

习近平法治思想，在新时代波澜壮阔
的治国理政实践中应运而生，并在坚持和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创新发
展，日益成熟完备，为新时代全面依法治
国、实现美好法治愿景提供根本遵循，注
入不竭动力。

“通过！”
2020年 5月 28日，北京人民大会堂，

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诞生。

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
典”命名的法律，被誉为“新时代人民权利
宣言书”，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标
志性成果，对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具有重大意义。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
基本方略，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
治军，无不以法治为依凭、用法治作保障、
由法治来贯彻。

高举思想旗帜，推进伟大事业。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法治中国建
设作出顶层设计和重大部署。

2021年初，中共中央印发《法治中国
建设规划（2020-2025年）》。在这份新中
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关于法治中国建设的
专门规划中，迈向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

“路线图”清晰可见——
到2025年，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体制

机制更加健全，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更加完备……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初步形成。

到2035年，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
社会基本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
系基本形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基本实现。

（下转第四版）

推动“中国之治”进入新境界
党的十八大以来持续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述评

领 航 中 国

本报讯（记者李天池）日前，农业农村部发布了
2022年粮油生产主导品种，我省龙粳 31等 10个水
稻、玉米、大豆、小麦品种入选。

10个品种中，大豆包括高产、优质、大粒大豆绥
农 52、东生 7号、黑河 43号，高产、优质、多抗大豆新
品种黑农 84、克山 1号。玉米包括德美亚 1号、德美
亚3号。水稻包括寒地早熟、优质、多抗超级稻龙粳
31、绥粳18。小麦包括龙麦35。

这些品种在推广面积、抗逆性，产量等方面都极
为抢眼。大豆新品种黑河 43号由省农科院黑河分
院选育，2007 年完成审定。该品种蛋白质含量
41.84%，脂肪含量 18.98%，中抗灰斑病，2006年生产
试验平均亩产量 190.7千克，比对照品种黑河 18号
增产10.5%。适应区域为黑龙江省第四积温带，目前
该品种已推广9600万亩，2015年度获黑龙江省政府
科技进步一等奖。

玉米德美亚3号适宜黑龙江省第二积温带下限
和第三积温带上限种植。高产创建专家组一致认为
该品种植株整齐、耐密、抗逆性强、高产、优质，是值
得重点推广的高产、耐密新品种。该品种抗逆性状
优良、高产稳产，脱水快，适合机械收获，不用下棒晾
晒，省时省力，收获后就可秋翻地，黑色越冬。近几
年，该品种在黑龙江垦区红兴隆、宝泉岭、牡丹江等
管局的玉米高密度高产攻关项目建设方面起到示范
引领作用，并取得实质成效，多个农场连续几年实现
大面积地块产量超过 16吨/公顷，部分地块产量达
到 17吨/公顷以上，为黑龙江省第三积温带粮食增
产、农民增收作出了突出贡献。

龙粳 31 作为寒地早熟优质多抗超级稻，由省
农科院水稻所育成，2011年审定推广，年最大推广
面积 1692 万亩，创我国粳稻品种年种植面积的历
史纪录，2014年获省科技进步一等奖，累计种植 1.2
亿亩。

龙麦 35各项品质指标全部达到强筋麦标准，并
且品质稳定性好，2014年在全国小麦品种面包评比
中获得总分第一名。2016以来为东北春麦区第一主
栽强筋品种，2022年被农业农村部定为唯一春麦主
导品种。

农
业
农
村
部
发
布
今
年
粮
油
生
产
主
导
品
种

我
省
十
个
品
种
入
选

□本报记者 薛婧

“我们要用5年~10年时间打造5~50
兆瓦级不同功率燃气轮机型谱，打破国
外技术封锁，满足不同应用领域需求。”

“我们要实现氮氧化物排放量不大
于50毫克/立方米，力争尽早达到国际领
先技术水平。”

……
仲秋时节，走进中国船舶集团有限

公司第七〇三研究所（简称七〇三所）与
燃气轮机事业部科研人员交谈，他们铿
锵的话语让人热血沸腾。从成功研制我
国首台30兆瓦级燃气轮机驱动压缩机组
（简称燃驱压缩机组）起，这个平均年龄
二十七八岁的年轻科研团队，就树立起
将国家能源领域关键设备安全运行中的

“卡脖子”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的雄
心壮志。

攻坚克难 实现从无到有
天然气长输管道是我国能源输送的

“大动脉”，是国家能源结构调整的重要
组成部分。作为长输管道的“心脏”，燃

驱压缩机组是保障天然气安全可靠输送
的关键。“我国工业燃气轮机曾经在核心
部件的设计、材料、生产工艺等方面基础
薄弱，不具备自主研制能力，燃驱压缩机
组长期依赖进口，国家战略能源安全输
送受制于人，是我国急需解决的关键设
备‘自主化’难题。”七〇三所燃气轮机事
业部部长孙鹏告诉记者，2009年 4月，国
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部门将 30
兆瓦级燃驱压缩机组国产化列入国家重
大科技专项，七〇三所作为研制牵头及
技术抓总单位开始了历时十余年的攻坚
克难。

查找资料、对标国际、与客户反复沟
通交流，设计与试验白天黑夜连轴转。
年轻的科研团队将青春写在勇攀科技高
峰的道路上。

凌晨，二十几名科研人员走出燃机试
验室，伴着月光踏上回家路，进行短短几

个小时的休整。这是30兆瓦级燃驱压缩
机组进入整机试验阶段时七〇三所一景。

“那时要不断调整参数、反复试验，
二十多人同时在试验台，不同部件互相
配合，24个小时、36个小时，甚至48个小
时不眠不休是常态。”七〇三所燃气轮机
事业部高级工程师冉军辉回忆起当时的
攻坚场景时仍激情澎湃。

突破燃气轮机高速动力涡轮技术，
突破低排放燃烧室关键技术，突破控制
系统、机带燃料、装置集成设计等核心关
键技术……从设计方案到产品研发，科
研团队步履不停，在关键核心技术“卡脖
子”的地方下功夫。终于，2014年 9月，
我国首台30兆瓦级燃驱压缩机组正式出
厂交付。

那天，如同嫁出自己呕心沥血培育
的“女儿”，科研团队的每个人都满含欣
喜和无限牵挂。 （下转第三版）

七○三人：用青春浇铸“国之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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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切嘱托：
2016年 5月 25日上午，习近

平总书记在哈尔滨市考察了高新技
术企业和科研单位。在中国船舶集
团有限公司第七〇三研究所，习近
平总书记察看了中小型燃气轮机产
品展示和相关技术流程，并鼓励科
技人员树立雄心壮志，敢于承接重
大课题，精心攻克核心技术，在自主
创新上取得更多成果，不断为国家
和民族争光。

本报18日讯（孙文 记者李爱
民）18日 10时 5分，哈电电机研制的
白鹤滩电站 13号机组，结束 72小时
试运行，各项数据均优于精品标准，
顺利通过考核，正式投入商业运行。

目前，哈电电机研制的白鹤滩右
岸8台机组中，已有半数共4台投运，
4台机组三导摆度均小于 0.1毫米，
兑现着“台台精品，件件一流”的承
诺。其余4台机组也已安装完毕，具
备并网条件。

接到 13 号机组开启调试信息
后，哈电电机第一时间派骨干人员前
往现场，公司内部与电站现场协调联
动，为13号机组高质量投产发电、打
造又一台精品机组贡献了哈电力量，

用实际行动和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
十大胜利召开。

白鹤滩首批机组于 2021年 6月
28日投产发电，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
贺，称赞其“全球单机容量最大功率
百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实现了我国
高端装备制造的重大突破”。哈电电
机自主研制的、去年投用的首台14号
机组，成为全球首台并网发电、全球
首台正式移交商运、全球首台实现
100万千瓦满负荷发电的水电机组。

白鹤滩水电站共装机 16台 100
万千瓦水电机组，电站建成后，平均
每年可节约标准煤 1968万吨，减排
二氧化碳 5160万吨，对我国实现碳
达峰碳中和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白鹤滩水电站
13号机组投产发电

□文/摄 单伟刚 本报记者 郭俊峰

黑瞎子岛的秋天很美。江面如
镜，凭栏远眺，浓浓的秋意瞬间占领了
眼睛和心房。当夕阳“驾驭”着微微的
江风而来，整个岛屿顿时光芒万丈，湿

地公园如同披上了金色斗篷。
在黑瞎子岛湿地公园，登上全景

平台，游客可以一览湿地全貌，体会亲
水、亲绿、亲近自然的惬意。2256米的
漂浮式木栈道九曲回廊，浮筒的设计
使浮桥水涨桥涨、水降桥降。

黑瞎子岛地处黑龙江、乌苏里江
交汇处，周围水域盛产江鱼。每年 10
月，成群结队的大马哈鱼由太平洋逆
流而上几千公里，顺鄂霍次克海洄游
进入黑龙江、乌苏里江，来到它的出生
地产卵。

近年来，抚远市以黑瞎子岛为旅
游业发展新的增长点，谋划实施了野
生熊探秘园、乌苏里船歌旅游风光带
等新的旅游项目，旅游业发展风生水
起。

黑瞎子岛湿地公园。

黑瞎子岛

580名民警
“焊”在34处卡口29天

详见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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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农84 克山1号

德美亚1号 德美亚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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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麦35

生态版图上的“三色”龙江

黑龙江省行政许可事项
清单（2022年版）印发

黑龙江省印发贯彻气象高质量
发展纲要（2022-2035年）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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