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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
记两次深入龙江大地考察调研、在
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参加黑龙江
代表团审议，强调“老工业基地要
抢抓机遇、奋发有为”“闯出一条新
形势下老工业基地振兴发展新
路”。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
向，黑龙江省锚定高质量发展目
标，坚持发展现代农业，加快转方
式调结构，推动新旧动能转换衔
接，切实改进工作作风，优化营商
环境，在黑土地上奋力闯新路、开
新局。

守牢“大粮仓”

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黑龙江农垦建三江管理局考察
调研时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
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上。

黑龙江深耕农业，粮食产量从
2012 年的 1152 亿斤增加到 2021
年的1573.5亿斤，商品量和调出量
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

扩种大豆是今年中央一号文
件的重要内容。在黑河市爱辉区
西岗子镇坤站村大豆高产创建示
范区，采用良种栽培的大豆长势喜
人。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
庞海涛说，黑龙江大豆种植面积常
年占全国40%以上，商品率达80%
以上。黑龙江采取多种措施扩种
大豆，年初制定扩种1000万亩的
任务已超额完成。

端牢中国饭碗，万亩粮仓田畴

起。党的十八大以来，黑龙江大力
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如今，黑龙
江已建设“旱能灌、涝能排、田成
方”的高标准农田9141万亩。“藏
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深入实施，
截至2021年底，黑龙江农业科技
进步贡献率达到69%，全省农作物
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98%以
上，比2012年高6.33个百分点。

守牢“大粮仓”，要保护好黑土
地。黑龙江现有耕地面积2.579亿
亩，其中典型黑土耕地面积1.56亿
亩，占东北典型黑土区耕地面积的
56.1%，全省为保护黑土地采取秸
秆粉碎全量还田等一系列措施。

兴民富农，“大粮仓”还积极拓
展深加工产业。在位于绥化市青
冈县的京粮龙江生物工程有限公
司，一粒粒金黄的玉米，经过发酵、
提取、精制等工艺，变为可应用于
多个领域的“L乳酸”产品。截至
2021年底，黑龙江规上农产品加工
企业达1750家，主要农产品加工
转化率达63.5%。

围绕市场需求，黑龙江努力打
造各具优势特色的生产区带，在实
现质效同升的同时，也让当地农民
尝到了甜头。截至2021年，黑龙
江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17888元。

打好转方式调结构的组合拳

6月 15日，中国一重龙申（齐
齐哈尔）复合材料有限公司制造的
首套风电叶片成功验收交付使
用。这标志着中国一重集团有限

公司基本形成覆盖技术研发、装备
制造、风场建设、运维服务等领域
的风电全产业链体系。

从传统制造领域进军风电新
能源，是中国一重这家国内重型装
备制造业企业加快转型创新、竞逐

“绿色赛道”的例证。
2021年，黑龙江规上工业产值

突破万亿元，是2013年以来最高
水平。这一成绩的取得，同一批大
型国企不懈改革创新密不可分。

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黑龙江考察调研时强调，黑龙江转
方式调结构任务艰巨，要着力优化
产业结构，改造升级“老字号”，深
度开发“原字号”，培育壮大“新字
号”。

随着体制机制不断改革完善，
一批“老字号”企业加快向“新”而
行。过去5年，哈尔滨电气集团有
限公司科技投入达到70多亿元，
多次打破国外技术垄断。“白鹤滩
水电站是全球在建规模最大、技术
难度最高的水电工程之一。在这
个项目中，我们攻克了百万千瓦水
电机组多项世界性技术壁垒。”哈
电集团电机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王贵说。

通过对“原字号”产业链补链、
延链、强链，黑龙江推动“原字号”
持续升级焕新。

在油城大庆，中国石油首个水
面光伏项目大庆油田星火水面光
伏示范工程并网发电。大庆油田
新能源业务再次提速。在昔日“一
煤独大”的鸡西、双鸭山、七台河、
鹤岗等煤城，“原字号”煤炭产业链

不断延伸，“新字号”非煤产业加快
培育，多业并举的新格局初步形
成。

在高质量处下篙，才能驶向新
经济的蓝海。当前，黑龙江大力扶
持数字经济、生物经济、冰雪经济
等新兴产业发展。为培育壮大“新
字号”，近年来，黑龙江给予企业更
多“真金白银”支持。2012年至今，
黑龙江的高新技术企业已由 554
家增加到2738家。一批百亿级民
营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制造业单
项冠军企业脱颖而出。

一系列转方式调结构的组合
拳，为黑龙江推动工业振兴，实现
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动力。今年
一季度，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
长5.4%，近9年来首次超过全国平
均增幅。

优化营商环境厚植发展沃土

“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化改革
开放，优化发展环境，激发创新活
力”，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老工业
基地振兴发展的明确要求。

塔吊林立、机器轰鸣，深圳（哈
尔滨）产业园在紧锣密鼓建设之
中。深圳（哈尔滨）产业园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奉均衡说，为缩
短企业从签约入驻到投产的时间，
当地政府为园区企业提供便捷的

“一站式”服务，让企业办事不出园
区。目前已有华为鲲鹏、东软等
406家企业在这里注册。

省级权力事项由2889项压减
至千项以内，彻底清理非行政许

可，各地自设许可全部清零……
黑龙江近年来持续深化“放管服”
改革，一项项便民利企的措施显
效。

投资能引进来，更要把企业留
得下、稳得住。近年来，黑龙江出
台《关于在全省百大项目建设现场
考察考核干部的意见》，激励干部
务实作为，为担当者担当、为尽责
者负责；黑龙江省营商环境建设监
督局与纪委监委、组织、司法等部
门构建联动工作机制，监督问效更
有力；密集出台《黑龙江省人民政
府关于推进“办事不求人”工作的
指导意见》等300多部法规、规章
和优化营商环境综合性政策文件，
制度环境日益完善。

10 年间，黑龙江市场主体由
2012 年不足百万户增至目前的
290多万户。今年一季度，全省新
登记市场主体12.1万户，同比增长
26.4%；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同比
增长13.2%，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增
速居全国第12位，其中民间投资增
长5.9%。

从优化营商环境这一关键点
切入，一系列支持产业转型、释放
市场主体活力、吸引人才就业创业
的政策措施落地生根，为黑龙江振
兴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新时代东北振兴，是全面振
兴、全方位振兴”。沿着习近平总
书记指引的方向，黑龙江的振兴发
展新路，正在广袤的黑土地上不断
延伸。

（记者 刘伟、陈聪、强勇、王建）
（新华社哈尔滨7月17日电）

黑龙江：在黑土地上奋力闯新路、开新局

盛夏时节，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区炎方乡的万寿菊相继绽放，花农忙着采摘收获。今年，沾益区炎方乡立
足优势资源，积极调整农业产业发展结构，指导农民种植万寿菊3000余亩，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图为7月16日，在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区炎方乡，花农运送万寿菊。 新华社发（杨俊鹏摄）

新华社武汉7月17日电（记者 王自宸 侯文
坤）17日上午，两架顺丰航空全货机和一架南方航
空客机依次平稳降落在鄂州花湖机场西跑道上。
当天，鄂州花湖机场这个我国首个、亚洲首个专业
货运枢纽机场正式投运。

鄂州花湖机场是湖北打造国内大循环节点和
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链接的重要支撑。机场紧邻
长江黄金水道，周边环绕多个深水港及多条高速
公路、高铁线，20公里范围内有3个地级市中心，
距离武汉市中心约80公里，100公里范围内有7个
国家级开发区，可辐射鄂东地区千万人口，区位优
势明显。

作为我国首个、亚洲首个专业货运枢纽机场，
鄂州花湖机场定位为货运枢纽、客运支线、公共平
台、货航基地。机场正式投运后，今年将逐步开通
鄂州至北京、上海、深圳、厦门、重庆、成都、昆明、
青岛、宁波等地客运航线，以及鄂州至深圳、上海、
法兰克福、大阪等地货运航线。近期规划目标为
2025年旅客吞吐量10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245
万吨。

未来，鄂州花湖机场将与武汉天河国际机场形
成错位发展、功能互补、协同联动的湖北民航“客
货双枢纽”机场体系。

我国首个专业货运枢纽机场

在湖北建成投运

新华社成都7月17日电（记者 谢佼）7月 16
日，成兰铁路有限责任公司宣布，新建成都至兰州
铁路成都至川主寺（黄胜关）段（以下简称成兰铁
路成川段）成都平原区段已铺轨完成，正式进入高
原段铺轨，成兰铁路也进入最后的攻坚阶段。

成兰铁路成川段位于四川省境内，项目在成都
青白江站与既有宝成线接轨，经德阳、绵阳至阿
坝，在黄胜关与拟建成都至西宁铁路接轨，设计时
速200公里，线路全长约275.8公里，正线铺轨561
公里。

据中铁八局成兰铁路工程指挥部常务副指挥
长张华介绍，中铁八局承担成兰铁路成川段铺轨
项目。铺轨难点在于，一是高原氧气稀薄；二是昼
夜温差大，雨雪频繁；三是长大隧道多，作业空间
狭长，需克服隧道通风、有毒有害气体检测、长大
坡道运输等困难。

据中铁十九局成兰铁路工程指挥部副总工程
师刘超介绍，今年3月以来，成兰铁路跃龙门隧道
内发生“季节性倒风”，平均每天4小时至5小时，
最长一次持续了28小时，“倒风”将导致洞内有害
气体短时间内快速增加。成兰公司多次组织施
工、设计、监理等单位进行技术攻关，制定专项通
风方案，加装类似“止逆阀”一样的风门，单向开
启，确保新鲜风风道畅通。

成兰铁路铺轨进入川西高原

据新华社北京7月17日电（记者 吉宁）记者
17日从北京市商务局了解到，为加快北京全市餐
饮消费回暖，根据北京消费季活动总体安排，北京
市18日起面向全市消费者发放“重逢美好”餐饮消
费券，由政府和提供餐饮类服务的平台企业共同
出资，推出外卖类、到店类、养老助残类三种消费
券累计1亿元。

记者了解到，本次“重逢美好”餐饮消费券从7
月18日开始，每天上午10点发放。外卖及堂食券
设置两种面额，分别为15元券（消费满50元减15
元）、30元券（消费满100元减30元），适用于在北
京的消费者；养老助残专属消费券针对老年群体
客单价低、使用手机不便、到店堂食及自提为主等
情况，设置持养老助残卡到店消费即享“满15元减
5元”优惠。参与本次活动的平台和商户可结合实
际叠加更多优惠。

本次活动预计覆盖线上线下各类餐饮商户超
7万家，将覆盖正餐、快餐、火锅、烘焙、茶饮等各类
餐饮场景。北京市餐饮行业协会、北京烹饪协会
组织动员众多品牌企业北京门店积极参与。

北京将发放1亿元餐饮消费券

（上接第1版）
同日，成都市某培训学校组织

32名学生到沙湾区沫若戏剧文创
园开展“奔跑吧，少年！——人文科
技夏季研学营活动。孩子们品“郭
家宴”、体验沉浸式实景戏剧游戏、
参与电台播音、观看和排演音乐剧
《少年郭沫若》，行程丰富，收获满
满。

优惠连连惊喜多

7月15日，2022乐山旅游全球
营销活动（成都站）在成都市宽窄巷
子拉开帷幕。活动通过线上线下五
项主题活动，展现乐山旅游新项目、
新产品、新场景，发布“四川省第十
四届运动会乐山文化旅游活动”信
息和市旅游协会、沙湾区夏季主题
旅游资源及产品推介。

此前，我市已通过网络陆续
推出“清凉戏水游”“静心避暑游”

“舌尖美食游”等十大主题旅游攻
略，发布 2022 乐山夏季旅游“十
大研学旅游新场景”“十大乡村旅

游休闲地”“十大户外旅游露营
地”。

峨眉山景区更是提前部署，在
景城一体精心策划2022年百场文
旅主题消费活动的同时，先后赴成
都、重庆等地展开专题宣传推介，针
对川渝游客推出每日限量免门票、
门票买一送一等优惠，针对全国青
少年推出暑期优惠活动，持续吸引
川渝客源，实现以人流带动文旅相
关行业整体复苏。

不止于文旅行业，6月下旬，由
市商务局主办的2022“乐GO嘉州”
消费季正式拉开序幕。

7月 1日至 28日，我市面向广
大消费者投放第一波市政府消费
券。其范围包括辖区内限额以上企
业（商户）、重点百货零售企业、餐饮
企业、乡村振兴企业（商户）、景区、
星级酒店等各行业商户。同时，乐
山市将全力打造50个乐山消费新
场景和新业态，突显“时尚乐山”元
素、“记忆乐山”文化、“味道乐山”特
色，壮大夜间经济、假日经济、首店
经济、美食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