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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江發展正面臨難得機遇，未來發展峰值在向這裡轉移，新的發
展黃金期即將到來。站在新起點，黑龍江省上下齊心協力，求真務
實，攻堅克難，加快建設富強、文明、和諧、大美、幸福龍江，力爭
提前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奮鬥目標定能實現。

穩中求進成就龍江速度
剛剛過去的2012年，面對國際市場需求萎縮、國內經濟下行壓力

加大的嚴峻形勢，黑龍江省牢牢把握 「穩中求進」的總基調，始終堅
持把穩增長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 「進」為重點，總體經濟運行與
全國基本一致，呈現穩中有升、質量和效益向好、民生顯著改善的良
好態勢。

報告指出，2012年，預計黑龍江省地區生產總值增長10%以上，
公共財政收入增長16.6%，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30%，城鎮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增長13.1%，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13.3%，單位GDP綜合
能耗下降3.5%。一些主要經濟指標好於全國平均水平。

結構調整優化步伐加快，工業投資增長40.1%，增幅居全國前5
位。深入實施 「四大」建設，糧食生產再創歷史新高，總產達1250億
斤以上。經濟社會發展承載能力得到提高，建成農村公路5515公里，
二級以上高等級公路1514公里，綜合交通運輸設施更加完善。不斷深
化改革開放，開放型經濟水平持續提升。社會建設和管理得到進一步
加強，保障性安居工程新開工52.9萬套，竣工48萬套，繼續保持全國
第一。

五年內生產總值翻一番
今後五年，是深入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

定性階段，也是實現龍江全面發展振興的關鍵時期。到2017年，全省
力爭提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預期全省地區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
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以上。

王憲魁指出，國家把投資重點放在擴內需、調結構和帶動力強的
項目上，有利於加快產業項目建設，調整優化經濟結構；國家財政重
點向教育、醫療衛生、保障性安居工程、社會保障等民生領域傾斜，
有利於繼續實施重點民生工程；國家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有利於
發揮科技、人才的優勢和潛力；國家支持內陸和沿邊地區對外開放，
有利於黑龍江省推動對外經貿創新發展與轉型升級，更好地發揮對俄
沿邊開放橋頭堡和樞紐站作用。黨的十八大把生態文明建設納入 「五
位一體」總體布局，貫穿經濟社會發展全過程，有利於發揮生態優
勢，打好生態特色牌，提升市場競爭力、品牌影響力，實現綠色發
展。只要我們搶抓機遇，充分發揮比較優勢，釋放發展潛能，就一定
能夠實現又好又快發展。

新年新氣象，新年新風尚。沒有鮮花彩旗、警車開道，少了繁文縟節、空話套話；《政府工作報
告》全文約12000字，篇幅更簡短，內容更集中；會議簡報是以往的1/6，節約紙張，工作效率更高。

最短的會期、最精簡的報告、最簡潔的發言、最緊湊的流程……去虛招，轉作風，改會風，本次會
議在簡約、儉樸、減少上的改進，受到社會各界交口稱讚。2013黑龍江兩會以眾多 「之最」 踐行中央
改進作風八項規定，傳遞高度自覺的積極信號。

會風體現作風，作風影響政風。長篇大論的 「頌歌式」 發言被打斷叫停，省長參加分組審議時為基
層代表現場解決難題；人民群眾真正盼望的、擁護的是真抓實幹、解決問題的幹部，不滿意的、有意見
的是弄虛作假、 「耍嘴皮子」 的幹部。

龍江兩會簡約新風，為全省上下做出表率，望此番清新之風勁吹龍江，讓實幹興邦、務實發展成為
圓 「龍江夢」 的高度責任和自信。

建以佳木斯為中心的城市群
「黑龍江的發展要進一步突出中心城市作

用，特別是像佳木斯市具有帶動城市群形成集
群發展的優勢，希望能夠使其成為繼哈爾濱市
之後黑龍江省東部城市群中心。」佳木斯市長
孫喆建議。

孫喆說，今年，佳木斯將繼續做好哈佳快
速鐵路、同江中俄跨江鐵路大橋等重大基礎設
施項目前期工作，力爭年內開工建設。重點培
育發展生物製藥、新能源和新材料三個新興產
業，積極運用高新技術和先進適用技術，促進裝備製造、醫藥化工、
綠色食品等支柱產業向產業鏈兩端延伸，實現傳統產業自主創新能
力、先進技術裝備比重、產品品牌經濟比重、產業集約發展水平。以
園區優化推進產業集聚，提高質量，實現布局合理、用地節約、功能
明確、要素集聚。 （于海江）

黑龍江省政協十一屆一次會議港澳
委員座談會日前在哈爾濱舉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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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話，省政協主席杜宇新主持會議。他們
希望，黑龍江省港澳政協委員要進一步
堅定信心，緊緊抓住當前龍江經濟社會
全面駛入發展快車道的大好機遇，大力
實施戰略性投資，積極開展更高層次更
寬領域的合作，為建設富裕文明和諧大
美幸福龍江做出應有的貢獻。

吉炳軒指出，這些年來，黑龍江大
地上的發展變化是實實在在的：城鎮居
民職工收入雖然不高，但增長在全國是
靠前的，農民人均純收入不但超過了全
國平均水平，而且增幅在全國是最高
的；固定資產投資仍然保持在30%的增
幅；糧食以每年100億斤的速度遞增，
成為現代化大農業的領跑者；高速公
路、機場和鐵路建設大踏步前進；資源
富集、工業基礎雄厚和科技基礎較
好……可以說，良好的政治環境、經濟
環境、生態環境已經使黑龍江具備了大
發展的有利條件。港澳委員要進一步增
強信心，充分利用好黑龍江的優勢，與
龍江建設融為一體，與龍江發展一起駛
入快車道。一定要相信，在黑龍江投資
都是戰略投資，一定有回報。

王憲魁在講話時說，港澳委員多年
來積極宣傳龍江，投資龍江、建設龍
江、奉獻龍江，做出了突出貢獻。希望
港澳委員能夠抓住龍江加快發展的大好
機遇，深度參與龍江建設。港澳委員人
脈廣博、熟悉龍江，希望一如既往地宣
傳推介龍江；港澳委員經商有道、實力
很強，希望大膽、積極地參與龍江經濟
建設；港澳委員見多識廣、視野獨特，
希望繼續對政府工作提出寶貴意見。

（金麗、張春寧）

「從五常市到哈爾濱短短90公里的路
程，要經過三個收費站，運輸成本一下就
提 高 了 不 少 ， 賣 菜 的 利 潤 本 就 不
高……」，黑龍江省人大代表、五常市巾
幗蔬菜種植專業合作社理事長付永華向參
加黑龍江省十二屆人大一次會議哈爾濱代
表團聯組審議的王憲魁省長發出 「現場求
助」。

「這事我來解決！」付永華的話音未
落，省長王憲魁便把話頭接了過去， 「你
把這件事寫成意見建議交給我，我們一定
會盡快研究解決。」

「這實在是太好了，這事已經困擾我
們好幾年了。省長，我還有個事，合作社
要發展，帶動更多的人致富，就要擴大經
營，可貸款難啊。」

隨即王憲魁向同為人大代表、哈爾濱
銀行董事長郭志文說： 「她一句話就說出
了合作社的突出問題，就是資金問題。你
們金融機構可以專門研究這個問題，如果
有需要，政府還可以進行補貼。」 「我還
要關注這個事的進展。」

「我代表全合作社的婦女姐妹們謝謝
您，我們一定把蔬菜種植合作社辦得更
好！」付永華紅眼圈，站起身給省長深
深鞠了一躬。

「我要謝謝你。」王憲魁說，合作社
是新形勢下農村重要的組織創新和制度創
新形式，我們需要好的帶頭人，把分散的
農民聚起來，一邊聯繫農民，一邊聯結市
場，以創業帶動就業，實現農村富裕、農
民增收。省政府會想盡一切辦法幫助大家
解決創業方面遇到的問題，形成創業創
新、全民成才的良好氛圍，推動地方經濟
加快發展。

省長王憲魁現場為基層代表與金融機
構結上「對子」，一問一答間，盡展其高效
務實、一心為民的執政風格，博得與會代
表的兩次熱烈掌聲。（焦紅瑞、張春寧）

❶大力推進產業項目建設，促進結構優化升級和質量效
益提升。

❷加快發展現代化大農業，促進農民持續增收。
❸扎實推進城鎮化建設，加快城鄉一體化進程。
❹實施創新驅動和生態建設發展戰略，加快轉變發展方

式。
❺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充分釋放發展活力和動力。
❻扎實辦好民生實事，為人民群眾增進更多福祉。
❼堅持為民、務實、清廉，切實加強政府自身建設。

促龍省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實施
黑龍江省政協副主席、九三學社省委主

委陶夏新認為，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實施的基
礎是科技研發能力的提高，而決定科技研發
能力的關鍵是研發投入水平和高層次人才隊
伍建設。

他建議，根據全省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
發展戰略需求，設立相應專項基金，支持重
點領域科技創新活動。發揮政府財政資金的
引導和示範作用，提高財政科技經費的使用
效率。

同時還要創新財政科技投入方式，探索多元化投入渠道。建立研
發投入指標考核制度，促進研發投入的增加。強化政策落實，激勵企
業加大研發投入。完善優惠政策，不斷提高高層次人才生活待遇。加
大支持力度，鼓勵青年人才開展科技創新。改革薪酬制度，建立多元
化薪酬激勵機制。 （金麗、張春寧）

今年是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精神的開局之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起步之
年。剛剛閉幕的2013黑龍江省兩會匯民智、議民生、抒民意，扎實奮進，省長王憲
魁所做《政府工作報告》目標明確、措施有力、作風務實，給人以信心和力量。

文 焦紅瑞、陳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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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人均純收入

三年翻一番

四年翻一番

突破萬億元大關，五年接近翻一番

實現 「九連增」，總產量、新增量、商品量、
調出量均居全國首位

建成6.3萬公里

總里程達到4300公里，居全國前列

達689.1公里，哈爾濱至大連高鐵竣工通車

由5個增加到10個，覆蓋全省的綜合立體交通
網絡基本形成

達到56.9%

突破300億美元，居中部地區首位

6249.5億元，年均增長23%

開工建設270萬套，連續5年全國第一

116.3萬戶，近800萬城鄉居民改善了居住條件

比2007年增長73.4%

比2007年翻一番，由居全國第12位上升為第10位

力爭提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經濟持續健康發展上要實現新跨越。

力爭提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增進人民群眾福祉上要實現新跨越。

力爭提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邊疆文化大省建設上要實現新跨越。

力爭提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生態文明建設上要實現新跨越。

力爭提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加強民主法制建設上要實現新跨越。

地區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

公共財政收入

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

糧食綜合生產能力

比2010年翻一番以上

年均增長12%以上

年均增長25%以上

達到1500億斤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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奮奮
地區生產總值增長11%左右；公共財政收入增長13%

左右；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30%以上；規模以上工業
增加值增長12%左右；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15%以
上；進出口總額增長8%左右；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農民人均純收入均增長12%以上；居民消費價格漲幅
控制在3.5%左右；單位GDP綜合能耗下降3.5%。

經濟社會發展主要預期目標

重點做好七方面工作

龍省選舉產生新一屆人大、政府、政協領導
黑龍江省人大

常委會主任 吉炳軒
常委會副主任 蓋如垠、陳述濤、符鳳春、隋鳳富、胡世英（兼秘書長）、龐義華

黑龍江省人民政府
省長 王憲魁
副省長 劉國中、孫堯、呂維峰、于莎燕、孫永波、張建星、孫東生

黑龍江省政協
主席 杜宇新
副主席 趙克非（兼秘書長）、程幼東、何小平、洪袁舒、趙雨森、

陶夏新、李繼純、郭曉華、杜吉明

龍江兩會龍江兩會 「「簡約簡約stylestyle」」

▲黑龍江省委書記黑龍江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吉炳軒省人大常委會主任吉炳軒 ▲黑龍江省委副書記黑龍江省委副書記、、省長王憲魁省長王憲魁 ▲黑龍江省政協主席杜宇新

孫孫喆喆 朱清文朱清文 包軍包軍 移戈移戈

黑龍江黑龍江向提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邁進向提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邁進

深化重點領域改革 實現中心崛起
「2013年，綏化市將通過六個重點領域的

改革探索，推動升級創新，實現中心崛起、富
民強市目標，努力奪取產業項目三年攻堅戰的
全面勝利。」綏化市委書記朱清文接受記者採
訪時說。

「過去的發展得益於改革，今後的發展更
依靠改革，寄希望於改革。」朱清文表示，明
年該市將大力推進機械化、水利化、科技化為
內容的現代化大農業建設。加快社會主義新農
村建設，把新農村建設的重點由重點建村戶轉移到重點建城鎮上來。

搞好產業園區建設，實現集約集群優勢發展。發展異地經濟，使
優勢地區強勢發展、劣勢地區借勢發展、綏化全市優勢發展。大力發
展城市型經濟和都市圈經濟，帶動城鄉一體化加快發展。加快發展全
方位的都市圈經濟，走出一條有綏化優勢特色、高速度高質量高效益
的都市圈經濟的發展高速公路。 （焦紅瑞）

引進國際領先技術創新團隊
黑龍江八一農墾大學校長包軍建議，引進

國際領先技術創新團隊，提升黑龍江省產業的
質量和加工能力與水平。

他認為，針對黑龍江省支柱產業和傳統產
業，設計引進團隊對象和政策，提升全省支柱
產業和傳統產業的創新力和產業的競爭力。建
立團隊資格審查制度，對於引進的團隊資格，
特別是團隊帶頭資格建立嚴格的、科學的評價
體系和評價機制。對申報單位的資格也要做嚴
格界定，原則上限定於創新能力的企業、大學和科研院所。

包軍說，掌握自主創新的人才，自主產業才具有競爭力。廣東省
在這方面的經驗值得我們借鑒，這個省通過引進國際化團隊解決自主
創新問題，每個團隊3000萬元，取得效果非常顯著。 （王露瑩）

利用區位優勢提升對俄合作層次
黑龍江省有與俄羅斯長達3000多公里的

邊境線，這為發展黑龍江省對俄經貿合作提
供了天然的資源及地理優勢。香港高寶集團
國際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長韓世灝建議，深入
挖掘黑龍江省區位優勢，深化和提升對俄合
作層次。

他說，由於地理區位及歷史沿革的不
同，黑龍江省內各主要城市也形成了不同的
產業結構和發展方向。在城市定位上，政府
應該發揮宏觀指導與協調作用，挖掘各個城
市的獨特優勢，以建立特色產業；同時盡量避免產業重複，做好資源
分配，有針對性地與俄羅斯相關產業合作。

韓世灝認為，還應該摸索出適合自身農副產品特徵及貿易特點的
高效的電子商務交易模式，屆時省內和俄羅斯邊境的購買者和農戶都
可以利用這一平台，省時省力地完成農貿交易。 （金麗、張春寧）

加強集中採購和物價管理
「物價關乎民生之本，抑制物價的過度上

漲，是政府的職責，平穩的物價是促進社會和
諧的重要因素。」沃爾瑪（中國）投資有限公
司事務總監移戈建議，政府部門和零售企業要
共同努力穩定物價，構建和諧有序的價格環
境，促進社會和諧。

他說，零售業加強民生商品的集中採購，
通過大批量的購買來降低商品的成本，保證商
品的低售價。沃爾瑪就是充分發揮了規模效
應，在中國始終堅持本地採購、集中採購，與近2萬家供應商建立合
作關係，拿到最低進貨價格，把價格降到最低，讓百姓享受到了實
惠。

他認為，物價管理部門應健全價格檢測體系和預警機制，加強價
格法制與價格誠信建設，完善政府主導、社會協同、百姓參與
的價格監督體系。 （金麗、張春寧）

陶夏新陶夏新 韓世灝韓世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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