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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桑蕾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创
造了“中国奇迹”，民营经济功不可没，为
国家贡献了 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
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
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
业数量。民营经济一直是推动社会主义
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推动龙江发展
的重要力量，截至 2021年，民营经济贡献
了全省 40%以上投资和税收、50%以上地
区生产总值、80%左右出口额、90%以上的

市场主体。
但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正视黑龙

江民营经济发展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
曾指出，民营经济偏弱是制约黑龙江发展
的“三偏”问题之一。近年来，省委省政府
高度重视民营经济发展，出台推动民营经
济发展扶持措施，完善惠企政策体系，持
续优化营商环境，保护激发市场主体活
力，增强市场竞争力……但民营经济偏弱
的问题一直没有彻底解决，总量规模较
小、龙头企业偏少、整体活力不足、创新能
力不强等问题依然存在。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坚持两个毫不
动摇”，再次旗帜鲜明宣示了党中央毫不动
摇鼓励、支持、引导民营经济发展的坚定立
场，更明确提出了未来一个时期民营经济发
展的思路举措，标志着我国民营经济进入了
发展的新阶段、迎来发展新机遇。

“民营经济45条”恰逢此时诞生，就是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结合我省民营
经济短板和企业发展实际提出的良策。
省工信厅中小企业局局长崔玉冬接受采
访时说，这45条政策措施里虽然没有一条
提到奖励资金，乍一看缺少“真金白银”，
但仔细读来，会发现条条针对龙江民营经
济发展的短板弱项，可谓含金量十足。

增强民营经济市场主体发展信心是
七大方面之首。因为信心比金子更可贵。

其实，民营经济一直是龙江发展的重

要力量，民营企业家始终是龙江发展的宝
贵财富。但是由于我省进入计划经济较
早、退出计划经济较晚，市场化程度不高，
体制机制不活等原因，严重制约了民营经
济的发展。

旧桎梏，须用新思维打破。一方面，
我省的民营企业家需要了解到，党的二十
大报告强调要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党
中央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东北振兴
等重大战略，国务院出台稳经济一揽子政
策措施，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
部环境。我省加快“六个龙江”建设、推进

“八个振兴”，构建“4567”现代产业体系，
都为民营企业发展创造了广阔空间。一
方面，实现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需要
民营经济的全力参与。龙江的数字经济、
生物经济、冰雪经济、创意设计产业四大
经济引擎，以及 22个产业专项行动，都需
要市场竞争的勇者，民营经济投资嗅觉敏
锐、机制灵活，定能形成一批领军者，为龙
江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正因如此，11月 16日全省民营经济
发展大会举行，从累计纳税、就业突出贡
献、高新技术、外向型经济贡献、质量品
牌、生物经济、数字经济七个方面表彰了
240个民营企业，就是要肯定民营企业的
贡献，希望民营企业获得更好发展、做出
更大贡献。

在“增强民营经济市场主体发展信

心”政策中，用了“强化对民营经济重要性
和地位的认识”“增强民营经济市场主体
内生动力”“营造尊商重商的社会氛围”

“平等对待本地民营企业和外来投资者”
等4条来提振民营企业发展信心。

包括对企业家方向的指引——正确
认识民营经济对建设“六个龙江”、实现

“八个振兴”、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构
建“4567”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意义。

包括对企业家地位的尊重——对我省
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民营企业
家，按照《新时代龙江人才振兴60条》规定
提供相应服务保障。支持各市（地）进一步
细化完善人才政策，对为当地经济社会发
展做出重大贡献的民营企业家，在就医、学
习深造、子女入学等方面创造条件和环境。

包括对企业家担忧的回应——本地
企业和外来投资企业都是黑龙江的企业，
都是黑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参与
者、建设者、贡献者，要平等对待、一视同
仁，做到惠企政策一致、市场机会均等。

发展民营经济更是各级政府的硬性
指标任务——将民营经济发展情况纳入
全省县域经济年度考核范畴。

这些内容把实现龙江振兴需要民营
经济的倾力参与阐述透彻，为企业家吃下
了发展的“定心丸”和“舒心丸”，让民营企
业树立发展信心，更体现出我省发展民营
经济的诚意和决心。

“振兴发展民营经济45条”解读之一

以决心诚心激发企业家信心
依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

作条例》等有关规定，为加强干部选
拔任用工作的民主监督，现将拟任职
的干部进行任前公示（按姓氏笔画为
序），公示期限为2022年11月23日—
2022年11月29日（5个工作日）。

王素 女，汉族，1968年12月生，
省委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鸡
西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拟任地级市
党委常委。

安虎贲 男，汉族，1970 年 6 月
生，中央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
七台河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拟
任省直机关正厅级领导职务。

周政治 男，汉族，1969年5月生，
省委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佳
木斯市东风区委书记、二级巡视员，
拟提名为地级市人大副主任候选人。

贺业方 男，汉族，1986 年 3 月
生，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穆棱市委
书记、一级调研员，拟任地级市党委
副书记。

对拟任职人选如有情况和问题，
可在公示期内反映，反映情况和问题
必须实事求是，应签署或告知真实姓
名、工作单位和联系方式；对线索不
清的匿名信和匿名电话，公示期间不
予受理。

受理单位：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
部举报中心

电 话：0451—12380
地 址：哈尔滨市南岗区果戈

里大街327号
邮政编码：150001

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
2022年11月22日

拟任职干部公示名单

开 篇 的 话
11月16日，《中共黑龙江省委 黑

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振兴发展民营经
济的若干意见》正式发布，这个被企业
界亲切地称为“民营经济 45 条”的意
见，聚焦破解我省民营经济偏弱症结，
着眼解决当前民营经济发展中存在的
突出问题，从七大方面加力支持民营
经济振兴发展，45条政策不求面面俱
到，但坚持问题导向，力求针对民营企
业反映的突出问题，提出有效管用的
政策措施。日前，黑龙江日报、龙头新
闻记者专访参与制定政策相关人士，
对45条政策措施进行深入解读。

□本报记者 邵晶岩

人才是发展之基。近年来，中国
（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黑河片区
为抢抓产业发展机遇，始终把人才资
源开发摆在突出位置，积极学习借鉴
先进地区的经验和做法，充分发挥边
境区域优势人才开发主体作用，积极
打造产业集聚人才平台，全力开拓人
才引领产业发展之路，为黑河自贸片
区产业优势化竞争提供有力支撑。

加强人才政策研究，是自贸试验
区集聚人才队伍的首要任务。片区
成立以来，利用政策优势，创新人才
引进办法，积极搭建发展平台。在对
区域内人才吸引、保有、流动的数量
质量做出全面动态分析基础上，科学
研判人才发展现状、特点和趋势，根
据自贸试验区总体发展战略《中国
（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黑河片区
实施方案》关于人才工作的远景规
划，制定了《关于推进中国（黑龙江）
自由贸易试验区黑河片区人才引进
工作的若干措施》，正式启动了“人才
片区工程”开发建设，为高层次人才
准入、优待和使用等配套政策措施的
制定和推动片区人才高地建设搭建
了政策平台。结合片区高质高效发
展需要，出台了引才留才优惠政策和
引进人才管理办法等一系列配套政
策措施，为片区规模化、高层次化引
进人才奠定了扎实的政策基础。

发展导向目标
拓宽引才引智路径

依托自贸区品牌，把人才引进作
为片区当前发展题中重义，加大引才
引智力度，全力打造人才引进与区域
发展相适应环境体系。通过“边城英
才”等引才计划，引进硕士研究生、招
录选调生、公务员及事业人员 30
人。依托国有资产投资运营公司，通
过市场化方式，引进园区建设、项目
研究急需紧缺专业人才 127名。通
过政务咨询、聘请顾问、兼职挂职、购
买服务、课题招标、技术合作开发等
方式缓解高层次人才紧缺困难；与珠
海市横琴创新发展研究院共建黑河
分院，开展自贸区创新发展研究；与
黑龙江大学共建黑龙江大学自贸区
研究院黑河片区分院，在决策建议、
资政服务、输送人才、培养人才、资源
共享、成果转化等方面开展广泛合
作。与阿里巴巴商务学院签订人才
培养协议，双方共同搭建电子商务
人才培养公共服务平台，为小微企
业培养和输送电子商务专业人才。
与东北农业大学食品学院加强产学
研合作，共同成立东北农业大学食
品学院实践教学基地，帮助企业对
接东北农业大学大豆技术研发团
队，为企业提供技术研发领域人才
引进支持。建立黑河自贸区人才
库，储备各类人才 412人。

围绕跨境集群
培育新型现代人才

党工委谋划长远，通过多种形式

切实抓好现有存量人才培养使用，有
效激发各类人才干事创业热情，为片
区经济发展持续不断积蓄新动能。
为新引进的青年人才量身定做职业
生涯规划，建立人才成长档案，业务
培训+导师培养相结合，根据青年人
才特长和专业方向，强化岗位锻炼，
围绕优先发展重点产业、重点项目、
重大课题和重大工程，引领青年人才
参与制度创新、招商引资和项目建
设。黑河学院经济管理学院与片区
中小企业创业服务中心、黑河市俄品
多科技有限公司、黑河银建保税物流
中心（B型）达成建立黑河学院经济
管理学院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实习就
业一体化基地，在经济管理学院实验
室双方共建对俄跨境电商直播基地、
边民互市贸易中心、中小企业创业服
务中心3个大学生实习实训基地，与
哈尔滨师范大学共建斯拉夫语学院
俄语专业实习基地，接收来自东南大
学、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黑龙江
大学实习实训大学生近百人次。启
动 5500 平方米跨境电商园区直播
基地，培育和招引优秀电商平台公
司、网红孵化机构、网红经纪公司、
供应链公司和知名网红，成功举办

“黑河自贸片区第一届‘自贸杯’直
播电商大赛”。截至目前，跨境电商
直播产业集群已孵化成熟直播运营
人才 200 余人，形成黑河自贸片区
又一“金名片”。充分利用黑河学院

“人才智库”储备，邀请学院优秀教
师为自贸片区企业免费提供专业理
论知识讲座，为自贸片区企业提供
理论支撑。

畅通区校合作
打造全能人才基地

片区因地制宜，充分利用黑河
学院在对外经贸、俄语和艺术方面
师资力量资源，利用“三大基地”及
园区企业等培训平台，加大对俄语
和跨境电商等人才培养力度，着重
培养具有外语基础又有跨境产业相
关知识的复合型应用人才。借助黑
河学院与雅罗斯拉夫国立师范大学
联合建设的俄语人才培训基地，根
据自贸片区机关事业单位和园区企
业涉外事务实际需要，签订俄语人
才孵化协议，开设形式灵活的培训
班次，实行“订单式”俄语人才培养
模式。目前，俄语人才培训基地已
为自贸片区和园区企业培训俄语专
业高级人才 50 人。片区跨境电商
直播基地与黑河学院直播专业共建
直播实践教学基地，共组织大学生
100余人次在基地进行网络带货实
习实训直播。与黑河学院艺术学院
共建油画培训基地，俄罗斯美协定
期、有计划、分批次向油画城派驻画
家现场作画，并与学院艺术学院美
术教师开展教学研讨，现场指导艺
术学院学生作画，形成以“油画艺术
品+共享经济+交易中心+互联网+
文创衍生产品”为产业突破口的油
画产业集中区，为力争成为黑河乃
至黑龙江省的优势特色产业项目与
文化旅游名片筑牢坚实根基。

引进培养并举
激发干事热情

自贸区黑河片区打造聚才新高地

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其他”问题包括：违规配备和使用公车、楼堂馆所问题、提供或接受超标准接待、组织或参加用公款支付的高消费娱乐健身等活动、接
受或提供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健身娱乐等活动、违规出入私人会所、领导干部住房违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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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处
问题数

2022年
10月

党纪政务
处分人数

404 388 10 194 8 4 13 26 30 8 42 33 3 33

457 440 17 225 8 4 13 26 34 10 42 40 5 33

363 357 11 197 1 4 8 16 30 1 38 31 4 22

备注

批评教育
帮助和处
理人数

查处
问题数

2022年
以来

党纪政务
处分人数

3932 3610 98 1885 41 11 85 9 474 329 61 180 388 58 3137

4762 4410 131 2478 46 11 91 10 484 386 74 190 450 76 3357

4018 3750 115 2119 36 11 71 10 366 369 36 175 399 73 2387

批评教育
帮助和处
理人数

本报讯（盛季轩 记者米娜）2022年 10月，全省纪检
监察机关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404起，运
用“四种形态”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 457人，其中党纪政
务处分363人。

数据显示，“在履职尽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生
态环境保护方面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严
重影响高质量发展”方面，10 月共查处问题 229 起，占
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总数的 84.7%。违规收

送名贵特产和礼品礼金、违规吃喝、违规操办婚丧喜
庆、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四类问题，分别占查处享
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总数的 14.9%、21.7%、24%、
18.9%。

10月全省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404起

本报讯（鄢然 记者张磊）得天独
厚的生态环境赐予了大兴安岭最北、
绿色、有机的山特产品。近年来，大
兴安岭地委行署把发展电子商务作
为推进经济转型、创业创新的重要抓
手，着力推动电子商务产业孵化器建
设、自主平台建设和电子商务公共服
务体系建设等一系列工作。中药材、
浆（坚）果、特色农产品线上销售节节
攀升，五年来通过电子商务已累计实
现销售49.02亿元，年均增速42.13%，
数字经济之花正加速“绽放”。

加格达奇区白桦乡双合村素有
“油豆角基地”的美誉。今年秋收时
节，村党支部副书记乔敬连忙着在线

上“吆喝”。乔敬连还有个特殊的身
份——网红达人“最北连哥”。正是
这一声声的“吆喝”，让双合村油豆角
插上“翅膀”，飞往全国各地，让村民
富了起来。

目前，大兴安岭共计建成电商产
业园、电商孵化器、众创空间 11个，
入驻在孵企业196家、创业者2700余
人。引入专业运营团队，孵化出至臻
尚品、岭味堂等5个年销售额超千万
元的电子商务应用企业。依托以北
极珍品汇平台为龙头的本地电商平
台，积极为区内生产加工企业开辟线
上营销渠道，现全区电商平台已入驻
本地店铺60余家。

大兴安岭

电商销售年均增速42.13%

本报22日讯（记者吴玉玺）22日，小
雪已至，我省气温逐渐走低，逐渐封冻的
大小江河带来了冬天的讯息。记者从省
水文水资源中心获悉，我省 11月上半月
气温比常年同期偏高，大部分江河流冰、
封冻日期要晚于常年。

据监测信息显示，我省4条大江大河
中，黑龙江干流开库康站（塔河县开库康

乡）以上江段已封冻，封冻日期较常年提
前 1~2天；松花江干流、乌苏里江干流全
线处于流冰状态；嫩江干流库漠屯站（嫩
江市联兴乡）以上江段和富拉尔基江段
已封冻，其余江段处于流冰状态，封冻江
段的封冻日期较常年晚3~5天。

18 条中等河流中，逊毕拉河、呼兰
河、倭肯河、甘河、诺敏河、雅鲁河、额木

尔河已封冻，封冻日期整体较常年晚1~8
天，绥芬河、拉林河等其余河流处于流冰
状态。

省水文水资源中心水情处一级水文
首席预报员廖厚初介绍，我省 11月上半
月气温比常年同期偏高 1.3℃，大部分江
河流冰、封冻日期要晚于常年。以松花
江哈尔滨段为例，今年11月22日进入流

冰期，晚于去年8天。如果哈尔滨市气温
没有迅速下降，本周松花江哈尔滨段不
会进入封冻状态。

22日，哈尔滨市道里区通江街附近
的松花江边，江水结冰，形成了近千平方
米的冰面。有关部门提醒，局部江面虽
已封冻，但冰面极为脆薄，市民不要涉险
在江面活动。 本报记者 苏强摄

今冬江河今冬江河封冻封冻 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