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邮发代号13—1 国内统一刊号CN23——0001

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出版

中共黑龙江省委机关报
龙
头
新
闻
客
户
端

2023年1月15日 星期日
壬寅年十二月廿四

第24986期 今日8版

新华社北京1月14日电 1 月 14 日，
在中越两国人民共同的传统节日——癸
卯春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习近平与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互
致新春贺信。

习近平在贺信中代表中国党、政府、
人民，向阮富仲和越南党、政府、人民致以
最诚挚的新春问候和祝福。

习近平表示，2022年是对中越两党两
国各自发展具有关键意义的一年，也是对
中越关系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中国
共产党胜利召开二十大，提出了新时代新

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越南人民
在越共中央领导下，全面贯彻落实越共十
三大精神。阮富仲总书记同志在中共二
十大闭幕后不久成功访华，双方发表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深化中越全面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两党两国相关
部门和地方正抓紧落实我们达成的广泛
共识，相信这将巩固双方政治互信和传统
友谊，切实增进两国人民福祉。

习近平指出，一元复始，万象更新。
展望 2023 年，我愿同阮富仲总书记同志
保持密切沟通，为中越关系持续健康稳定

发展领航把舵。中方视越南为具有战略
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和周边外交的优先方
向，愿同越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各
领域务实合作，增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
的沟通协调，为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
高事业作出积极贡献。

阮富仲在贺信中表示，过去一年，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中国共产党成功召开第二十次全
国代表大会，这是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极
为重要的一件大事。 （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与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互致新春贺信

本报14日讯（记者郭铭华）14 日下
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第
十三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圆满完成各
项议程在哈尔滨国际会议中心环球剧
场胜利闭幕。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
省政协常务委员会，蓝绍敏当选省政协
主席；陈海波、李海涛、张显友、马立群、
庞达、迟子建、韩立华、曲敏、钱福永、张
亚中当选省政协副主席；张亚中当选省
政协秘书长（兼）；88 名委员当选省政协
常务委员。

14 时 30 分，在省政协十三届一次会
议主席团常务主席陈海波的主持下，省政
协十三届一次会议召开第三次全体会
议。会议通过了选举办法、总监票人和监
票人名单，并进行大会选举，产生了政协
黑龙江省第十三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
秘书长，常务委员。

计票期间进行了表彰活动，省政协十
三届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李海涛宣
读了《政协黑龙江省委员会关于对黑龙江
省 2022 年度“政协工作创新奖”获奖单位
和项目进行表彰奖励的决定》《关于表彰
省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优秀提案的决
定》，工作人员宣读了表彰名单。

16 时 30 分，大会举行闭幕会。闭幕
会由省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
主席陈海波主持。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勤，
新一届省政协领导和十二届省政协主席
黄建盛、省政协党组成员郝会龙在主席台
前排就座。

省委副书记、代省长梁惠玲，王志军
等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政
府副省长，省法院党组书记、代院长，省检
察院党组书记、副检察长，省军区和驻军
首长，省政协往届副主席，以及其他副省
级领导出席会议并在主席台就座。

会议宣布选举结果：省政协第十三届
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常务委员
候选人全部当选。

随后，大会听取了省政协第十三届委
员会副主席李海涛作的省政协十三届一
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通过了省政
协十三届一次会议决议，省政协第十三届
委员会主席蓝绍敏作了讲话。

蓝绍敏说，会议期间，省委书记许勤
到会祝贺并讲话，对做好我省政协工作提
出了明确要求。省委副书记、代省长梁惠
玲等省领导出席会议主要活动并参加分

组讨论。全体政协委员以饱满的政治热
情和昂扬的精神状态，认真协商讨论，积
极建言献策，充分体现了为国履职、为民
尽责的风采。会议广泛汇聚正能量、开出
满满精气神，是一次团结民主、凝心聚力、
求实奋进的大会。大会选举我担任十三
届省政协主席，这是组织的重托，是委员
的信任，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同
大家一道，恪尽职守、勤勉工作，努力推动
我省政协事业发展，积极助力龙江全面振
兴全方位振兴。

蓝绍敏指出，过去的五年，十二届省
政协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
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入落实中央和省委政
协工作会议精神，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充
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不断推进全省
政协工作迈上新台阶，为未来龙江政协工
作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助力龙江振兴发展
作出了积极贡献。

蓝绍敏强调，龙江踏上了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省的新征程。省政协要

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
彻中共二十大精神，全面贯彻落实省第十
三次党代会精神，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持党
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坚
持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建言资
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发挥人民政协作
为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加强制度化、规范
化、程序化等功能建设，提高深度协商互
动、意见充分表达、广泛凝聚共识水平，完
善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和委员联系界别群
众的制度机制，探索政协协商同基层协商
有效衔接等新形式，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
导，把牢正确政治方向；聚焦中心任务履
职尽责，助推龙江振兴发展；切实加强自
身建设，不断提高履职能力水平，为助推
中国式现代化龙江实践、奋力谱写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龙江新篇章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17 时 16 分，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
闭幕。

省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胜利闭幕
许勤梁惠玲等出席 蓝绍敏当选省政协主席

本报14日讯（记者薛立伟 王晓丹）14 日上
午，黑龙江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听取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工作报告、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并提
请大会审议。

本次会议执行主席许勤、王永康、王兆力、贾
玉梅、聂云凌、李显刚、谷振春、范宏、杨廷双、鲁
长友、邵国强、隋洪波、王文力、李洪国在主席台
前排就座。

梁惠玲、王志军等省委常委，省政府副省长，
省法院党组书记、代院长，省检察院党组书记、副
检察长，以及其他副省级领导在主席台就座。

王兆力主持会议。
受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委托，省十三届人大

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王永康向大会作省人大
常委会工作报告。

报告共分为三个部分：一是过去五年的主要
工作；二是五年工作体会；三是下步工作建议。

报告中说，五年来，在省委坚强领导下，省人
大常委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十九
届历次全会和二十大精神，中央和省委人大工作
会议精神，省第十二次、第十三次党代会及省委
历次全会精神，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
法治国有机统一，积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切
实履行各项法定职责，圆满完成本届常委会目标
任务，为推进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法治建设
作出了积极贡献。立法工作取得新成效，共制定
省本级地方性法规29部、修改158部、废止29部；
审查批准设区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规91件、修改47
件、废止 33件。监督工作展现新作为，听取和审
议“一府一委两院”专项工作报告 84 个，检查 30
部法律法规实施情况，开展专题调研和视察 43
次、专题询问 3 次、满意度测评 5 次；备案审查规
范性文件 413件。重大事项决定彰显新特色，依
法作出决议决定14件、废止1件。选举任免工作
形成新规范，共任免地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4020
人次。代表工作凸显新亮点，全国人代会期间，
共报送议案 160 件、建议 1284 件，其中代表团建
议 9 件；省人代会期间，共提出议案 71 件、建议
2003 件；代表参与常委会视察、调研等活动 1330
人次。自身建设实现新突破，2022年，24 项工作
被全省创先争优月报通报表彰。

报告从八个方面回顾了五年来的重点工作：
聚焦高质量发展，助力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聚焦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助力推进乡
村振兴战略实施；聚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助力
龙江绿色发展；聚焦科教兴省与人才强省，助力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聚焦打造我国向北开放
新高地，助力开放龙江建设；聚焦实现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助力推进保障改善民生和维护社
会公平正义；聚焦深化代表履职能力建设，充分
发挥代表主体作用；聚焦“四个机关”定位要求，
着力建设人大铁军队伍。

报告中说，五年来，省人大常委会不断深化
对新时代人大工作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不断丰富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和实践，积累了新的宝贵
经验。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党的全面领导
贯穿于人大工作各方面全过程；必须坚持人民至
上，使人大各项工作更好反映民意、汇集民智，更
好依靠人民、服务人民；必须坚持依法履职，发挥
立法引领推动、保障及法律监督作用；必须坚持
问题导向，推动省委中心任务落实和群众关切问题的有效解决；必须坚持发
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惠及全体人民。

报告从五个方面提出工作建议：着力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地域特
色立法，进一步提高立法质量；着力加强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进一步突出
监督刚性和实效；着力加强代表履职能力建设，进一步发挥代表主体作用；
着力加强重大问题研究，进一步推动省委决策部署落地实施；着力加强“四
个机关”和人大铁军队伍建设，进一步提高常委会机关能力作风建设水平。

省法院党组书记、代院长党广锁在作省法院工作报告时说，省十三届人
大一次会议以来，省法院守正创新，勇毅前行，各项工作取得新成绩，队伍面
貌发生新变化。坚持政治建院，确保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坚定前行；坚持公信
立院，以严格公正司法捍卫社会公平正义；坚持服务兴院，助力龙江全面振
兴全方位振兴；坚持改革强院，深入推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坚持
从严治院，努力打造堪当时代重任的龙江法院铁军。报告还提出了2023年
工作安排。

省检察院党组书记、副检察长刘永志在作省检察院工作报告时说，五年
来，全省检察机关攻难关、解困局，办实事、开新局，坚持不懈为我省加力推
进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提供坚实司法保障。胸怀“国之大者”，努力做到服
务大局更有力；饱含人民情怀，努力做到检察为民暖人心；强化忠诚履职，努
力做到深化监督求实效；促进标本兼治，努力做到诉源治理显担当；聚焦强
基固本，努力做到从严治检铸铁军。报告还提出了2023年工作安排。

大会还表决通过了《黑龙江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
办法》《黑龙江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黑龙江省第十四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黑龙江省第十四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设立黑龙江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的
决定》《黑龙江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
员、委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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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4日讯（记者郭铭华）14 日上
午，省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举行主席团常
务主席第二次会议。

会议由省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主席
团会议主持人蓝绍敏主持，主席团常务
主席陈海波、李海涛、郝会龙、张显友、马
立群、庞达、迟子建、韩立华、曲敏、钱福
永、张亚中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省委组织部有关同志作

的人事事项酝酿情况的汇报，审议了省政
协十三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
务委员候选人名单（草案）、选举办法（草
案）、总监票人和监票人名单（草案）；审议
通过了省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决议（草
案）；审议通过了省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
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草案）。以上议题
提交省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主席团第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

省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举行
主席团常务主席第二次会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详
见
第
二
版

省政协主席蓝绍敏
14日下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在哈尔滨国际会议中心环球剧场

闭幕。闭幕会现场。 本报记者 荆天旭 张澍摄

本报14日讯（记者郭铭华）14 日上
午，省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举行主席团第
三次会议。

省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主席团会议
主持人蓝绍敏主持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
陈海波、李海涛、郝会龙、张显友、马立群、
庞达、迟子建、韩立华、曲敏、钱福永、张亚
中出席会议。

会议通过了省政协十三届委员会主

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候选人名
单，并提交省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第三
次全体会议进行大会选举；通过了选举
办法（草案）、总监票人和监票人名单（草
案），并在大会选举前提交全体会议审议
通过。通过了省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决
议（草案），提交省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
闭幕会审议通过。通过了省政协十三届
一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

省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
举行主席团第三次会议

详见第六版

聚焦聚焦热点

详见第五版

□本报记者 彭溢 孙铭阳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依靠创新培育壮大发展新动
能。如何让“第一动力”更加澎湃，推动科
技创新“关键变量”成为振兴发展的“最大
增量”，成为今年全省两会上代表委员们
热议的话题。

提升科技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当前，国家正在打造以国家实验室、
全国重点实验室为核心的国家战略科技
力量，应以此为契机，提升我省科技创新
体系整体效能，畅通从科技强到企业强、
产业强、经济强的良性循环。”省政协委员
刘挺说。

刘挺委员介绍，哈工大密切结合我省
重点企业的重大需求，有针对性地整合跨
学科、跨院系的科研力量联合攻关。比如
在智慧农业方面，自主设立了现代农业研
究院，用强势的工科技术力量为现代农业
提供支撑；依托北大荒集团，共建智慧农
业技术与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同时，强
化“大师+团队”“大兵团作战”的科研攻关
模式，推动跨学科交叉研究成果实行多元
评价与多方共享。通过多措并举，实现了
科技创新效能的不断提升。他建议抓住
机遇，有力统筹教育、科技、人才工作，在
省级实验室谋划布局、国家实验室申请建
立方面发挥龙江特色和高校成果优势，不
断提升我省科技创新平台整体实力。

推进创新型县（市）建设是我省推进
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省
政协委员刘军龙说，去年，牡丹江市加力
推进科技兴市建设，全市高新技术企业总
量发展到 170 户，技术合同成交额完成

14.9亿元，均同比增长30%。今年，按照政
府工作报告的部署，将实施科技型企业培
育提升行动，力争全市高新技术企业突破
200家；实施创新平台载体建设行动，实现
省以上科技创新平台新增 5家以上；实施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行动，加快提升产业技
术创新能力；实施科技成果产业化行动，
加快科技成果高质量转移转化，促进科技
创新与经济发展深度融合。

强化产学研用深度融合

“要强化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作为科
研单位，要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
国家重大战略、龙江产业需求谋划科技项
目，配置创新资源。”省政协委员刘春燕
说，省科学院已经与省交投集团、中国一
重、广联航空、哈电集团等企业形成紧密
联合体，服务我省生物经济、数字经济、
石墨新材料等产业发展。去年转化科技
成果 80 项，签署技术合同 642 项，合同签

约额达 3.8 亿元，技术成果服务企业 1000
余家。

刘春燕委员建议，强化高等院校、科
研院所、金融机构、政府部门间的沟通协
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深度融合，
凝聚产业振兴合力。同时，科研单位要以

“体系建设”为核心强化成果产业化保障，
完善体制机制，加强创新研发、新型产业
化平台培育、技术经理人培养等科技成果
产业化全链条建设，形成可复制推广的创
新模式。

省人大代表付晓飞介绍了东北石油
大学服务产业发展的实践。学校围绕页
岩油勘探开发、智慧油田、新能源（双碳驱
动）等十大重点研究领域，推进现代产业
学院建设，在服务油田、地方经济发展上
更精准更有力。学校因此在 2022 年获批
国家基金数量创历史新高，页岩油检测中
心通过国家级CMA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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