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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

騰 穩中求進 再攀新高
今年是 「十二五」 發展的關鍵時期，更是夯實發展基礎、鞏固
發展態勢、贏得更大發展的關鍵之年。剛剛閉幕的 2012 年黑龍江省
「兩會」 匯民智、議民生、抒民意，激昂奮進，省長王憲魁所做的
《政府工作報告》思路清晰、目標明確、措施有力、作風務實，給
人以信心和力量。站在新起點，黑龍江省將齊心協力，開拓進取，
穩中求進，推動全省經濟社會又好又快、更好更快發展，續寫惠民
生、謀振興的輝煌篇章。
文：焦紅瑞、陳婧

▲黑龍江省委書記、省人大
常委會主任吉炳軒

▲黑龍江省委副書記、省長王憲魁

【黑龍江訊】近年來，黑龍江省綜合實力明顯提升，
改革開放不斷深化，城鄉基礎設施日趨完善，全省形成心
齊、氣順、勁足、爭先的大好局面。2012 年，該省將從實
際出發，穩住農業生產，穩住工業經濟運行，穩住固定資
產投資，穩住城鄉基礎建設。在此基礎上，更加注重
「
進」，在 「進」中做到又好又快發展。
黑龍江省《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該省將加快大項
目建設，拉動投資保增長；調整優化產業結構，提升產業
整體競爭力；推進農業產業化，加快發展現代農業；堅持
縣域和城區並重，統籌區域協調發展；強化科技支撐，增
強創新發展能力；創新體制機制，深化重點領域和關鍵環
節改革；擴大對外經貿合作，提升開放型經濟水平；加強
節能減排和生態環境保護，促進可持續發展。

糧食總產爭達 1200 億斤
農業是安天下的產業，也是黑龍江省最大的優勢。今
年，該省將扎實推進 「兩大平原」農業綜合配套改革試驗
區建設，提高現代化大農機裝備能力，優化種植業結構；
全力推進農業產業化，拓展市場需求和農業增收空間；加
強農民專業合作社建設，提高組織化程度，強化市場主體
地位，參與市場競爭。千方百計確保糧食產能提高，確保
國家糧食安全，確保農民持續增收，推動農業大省向農業
強省轉變。

沿邊開放釋放突破信號
報告指出，黑龍江省將通過不斷提高國際大通道和口
岸通關能力，優化對俄經貿結構，開拓多元化國際市場，
全力抓好招商引資，促進對外開放實現新突破。加快打造
對俄沿邊開放 「橋頭堡」和 「樞紐站」，積極主動與蒙東
地區合作，聯手建設對俄沿邊開發開放帶，力爭上升為國
家戰略。鞏固歐美、日韓等傳統市場，開拓中東、非洲、
南美等新興市場。擴大高新技術、高附加值商品出口。

30 件實事譜寫民生情懷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發展的根本目的，是政府工作的頭
等大事。2012 年，黑龍江省將更加關注民生，繼續壓縮一
般性財政支出，實行 「四項」行政經費零增長，力爭民生
方面的專項支出比上年增長 20%以上。重點辦好 30 件民生
實事。要做好 「保供穩價」工作，堅持優先發展教育，積
極發展醫療衛生事業，促進文化體育事業全面發展，完善
社會保障體系，努力擴大就業，切實改善城鄉群眾居住條
件，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

2012 龍省經濟社會發展主要預期目標
地區生產總值增長 12%
地方財政收入增長 15%，公共財政預算收入增長 16%
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 30%以上，力爭產業投資佔
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達到 45%
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長 13%以上；社會消費品零售
總額增長 17%以上
外貿進出口總額增長 15%以上
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民人均純收入均增長
12%
城鎮登記失業率控制在 4.6%以內
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漲幅控制在 4%左右
萬元 GDP 綜合能耗下降 3.5%

黑龍江建設國家穩固可靠優質大糧倉

▲黑龍江省政協主席杜宇新

hold 住！

黑龍江

政策歸心順民意，春風化
雨暖人心。
從 「要再開工建設 500 個省
級重點產業項目，力爭完成投
資 1500 億元，增長 50%以上」，
到 「優化種植業結構，糧食總
產量力爭達到 1200 億斤」，從
「新建和改擴建 450 所省定公辦
幼 兒 園 」 ， 到 「財 政 籌 資 1 億
元，逐步化解 899 所鄉鎮衛生院
債務負擔」，2012 年黑龍江省
《政府工作報告》這些讓人振
奮的信息，看得見、摸得着的
惠民實事，濃墨重彩的展現了
這個省科學發展、穩中求進的

評論員

決心，及以人為本、親民、為
民的執政理念。
「積力之所舉，則無不勝
也；眾智之所為，則無不成
也」。在發展的路上機遇與挑
戰並存，困難與希望同在，唯
有齊心協力、頑強拚搏才能加
快龍江的全面振興。豪邁與振
奮的暖流迴旋在龍江大地，加
快發展、跨越趕超的東風激勵
着龍江兒女的壯志。
光榮凝聚力量，使命催人
奮進。2012，我們有理由相信，
黑龍江 hold 住！

2011 見證精彩
2011 年，黑龍江省經濟社
會呈現增長加快、結構轉優、
質量向好、民生改善的發展態
勢，預計全省地區生產總值增
長 12%以上，地方財政收入增長
32.5%，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
長 30%以上，社會消費品零售總
額增長 17%以上，城鎮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增長 12.5%以上，農
民人均純收入增長 15%以上，列
入國家統計制度監測的 10 項主
要經濟指標，有 7 項高於全國平
均水平，實現 「十二五」良好
開局。出席 「兩會」的代表們
為 2011 年黑龍江政府工作交出
的堅定而有力的答卷數次報以
熱烈掌聲。

● 糧 食 總 產 量 達 到 1114.1
億斤，躍居全國第一；
●建設保障性安居工程
86.87 萬套，當年竣工 40 萬套，
總量居全國首位；
●公路建設 3 年決戰勝利告
捷，高速公路總里程近 4000 公
裡，位居全國前列，機場總數
達到 10 個，居東北三省之首；
●城鄉一體化步伐加快，
小城鎮建設提檔升級，完成投
資 203 億元，增長 46%，是歷史
上最多的一年；
●省財政用於民生專項支
出 209.9 億元，增長 29.3%，向
人民群眾承諾的 40 件民生實事
全部完成。

代表睿語
◆北大荒農業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長王道明：發展現代農
業關鍵要實現由傳統農業模式
向現代農業的轉變，加大科技
投入，加強農業基礎設施建
設，推進大水利，大農機，大
合作，同時要發揮上市公司引
領、助推和平台作用，建立起
產供銷的現代物流體系，做好
「市場」與 「工廠」的對接，
搞好農產品的深加工。
◆黑龍江黑寶藥業股份有
限公司總經理劉靜霞：抓住中
俄互辦旅遊年契機，以旅遊與
文化牽動中俄經貿大發展，做
好做強有特色的、有代表性中
俄旅遊項目，鞏固和深化對俄
合作，提升開放型經濟水平。

◆黑龍江中醫藥大學副校
長孫忠人：基層醫療機構應發
揮解決常見病、多發病等基本
醫療服務和公共衛生服務雙重
網底的作用。建議發揮醫學院
校培養人才主渠道作用，加大
全科醫生培養力度，吸引社會
資金、民間資本參與基層醫療
衛生服務事業。
◆海林農場劉連學：不要
把目光盯在我們有限的黑土
地，要把目光轉向俄羅斯，到
俄羅斯開墾土地，現在國內一
些人士已經開始這樣做，希望
國家能給予同樣的種糧補貼，
鼓勵其多種地、多打糧的生產
積極性。
（文：傅彥華、張春寧）

龍港澳無隙合作話共贏
【黑龍江訊】黑龍江省政協十屆五
次會議港澳海外委員座談會日前在哈舉
行。黑龍江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
任吉炳軒，省委副書記、省長王憲魁出
席會議並作重要講話，省政協主席杜宇
新主持會議。
吉炳軒對港澳海外委員的建言獻策
給予高度評價，他說，港澳海外委員把
龍江的事情當成自己的事情來辦，把龍
江的事業作為自己的事業來幹，提出了
很多很好的意見和建議，充分發揮了參
政議政的重要作用，體現了政協委員的
時代風采。
吉炳軒強調，2008 年以來，黑龍江
省提出建設的 「八大經濟區」和 「十大
工程」，已取得顯著成就，並將長期成
為推動龍江更好更快更大發展的重大戰
略。龍江經濟社會發展已經步入快速發
展軌道，潛力不斷迸發，優勢日益顯
現，前途更加光明。龍江有堅實的基礎
作為支撐、有豐富的資源可資利用、有
良好的環境提供保障、有成功的經驗示
範帶動。我們的發展形勢很好、思路很
清、信心很足。希望各位委員增強信
心，關注龍江、投身龍江、投資龍江，

更希望大家關注香港，為香港的發展穩
定做出積極的貢獻。
王憲魁指出，政協港澳海外委員作
為內地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的重要參與
者，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是龍
江振興發展的寶貴資源和巨大財富。
王憲魁強調，省委省政府非常關注
各位港澳海外委員在龍江的發展，將為
大家創造更好的發展環境。一是高度重
視港澳海外委員的參政議政。支持港澳
海外委員參與制定實施重大方針政策的
討論協商，支持開展視察、提出提案、
反映社情民意，以及參與各類調研論證
活動。二是努力為港澳海外委員參政議
政創造良好條件，為大家在龍江投資發
展創造良好條件。通過多種方式和途
徑，及時通報全省經濟社會發展情況和
工作動態，特別是把省裡的重大戰略、
重點產業、重點項目和主要政策措施
等，及時告知各位委員，便於大家及時
了解和掌握情況。三是為港澳海外委員
建立 「綠色通道」，暢通溝通渠道，為
大家排憂解難，維護權益，做好服務與
協調工作。
（文：金麗、張春寧）

委員智
委員
智匯
●澳門中橋投資
集團主席孫恩光：發
揮龍江現代農業優
勢，推動農業龍頭企
業走出去，加快與非
洲國家經貿合作。
●莫斯科太陽
（集團）公司董事長
袁歆：中俄區域合作
規劃綱要具體實施應
黑龍江省政協十屆五次會議港澳海外委員座談會現場
考慮俄方需求，黑龍
江應主動與國家發改委溝通，選擇合適
「政府就是服務」的理念；招商引資要
企業納入國家級合作綱要之中。
重視跟蹤和服務，增強投資者的信心和
●香港亞菲特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
積極性。
賴亞成：加強耕地質量建設，在耕地保
●香港億鑽珠寶控股有限公司行政
護實現 「保護數量」與 「提升質量」同
總裁陳永源：推進中小企業發展，要重
步 ， 「實 施 糧 補 」 與 「推 行 地 補 」 同
視融資創新，重視改善中小企業融資環
境──商業銀行改革、加強企業信用和
時，確保黑龍江省糧食產能的穩定增
長。
健全財務體制建設、建立健全中小企業
●瑞士銀行董事總經理魏明德：黑
融資支持制度、推動民間金融機構發展
龍江省應抓住歐債危機持續的機遇，推
等方面。
●意大利名品聯盟中國區首席代表
動企業走出去，加快新能源裝備製造、
業走出去，加快新能源裝備製造、
新型農機裝備製造、綠色食品、現代服
肖剛：實施重點項目帶動戰略，形成具
務業等優勢產業發展。
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文化旅遊品牌，加強
●龍珠滑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旅遊紀念品和國際交流的開發和合作力
度。
（圖文：金麗、張春寧）
長朱廷財：不斷完善投資環境，樹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