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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伊始，春天的腳步輕盈而來。溫家寶總理所做《政府工作報告》表述鮮
明、數字具體，充分體現了科學發展的本質要求、改革創新的時代特色和求真務
實的科學態度，為黑龍江省深入貫徹十八大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推進 「八
大經濟區」 和 「十大工程」 建設，由經濟大省向經濟強省邁進，努力實現跨越式
發展，讓龍江人民過上更加幸福美好的新生活指明了方向。

過去的五年，足跡閃亮；未來的征程，願景美好。豪邁與振奮的暖流迴旋在
龍江大地，穩中求進、加快發展的東風激勵滿腔豪情的龍江兒女努力奮進。

今年的全國兩會把一幅中國邁向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宏偉畫卷，緩緩、
有力地展現在全國人民面前。凝聚了幾代
中國人夙願的 「中國夢」，已成為我們這
個時代的最強音。

感慨憶昔日，豪邁話未來。就黑龍江
省而言，我們有個 「龍江夢」，那就是到
2020年基本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
標。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穩定的工作、
更滿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會保障、更高
水平的醫療衛生服務、更舒適的居住條
件、更優美的環境，期盼孩子們能安全、
健康、快樂地成長，在每個人眼中， 「龍
江夢」可以是宏大的 「發展夢」、 「振興
夢」，也可以是關乎民生的 「安居夢」、
「健康夢」……這些大大小小的夢匯聚成
「龍江夢」，成為 「中國夢」中獨具特色

的篇章，這樣的美好與每一個龍江百姓息
息相關，也讓2013年的春天變得更加充滿
生機。

實幹興邦，空談誤國。唯有艱苦實
幹，才能把夢想變為現實。人民群眾不僅
看怎麼說，更看怎麼做。去掉華而不實的
「虛」，掃除弄虛作假的 「浮」，以良好

的黨風帶動政風民風，才能不負群眾信
任，不負歷史期待。近幾年來，隨黑龍
江省經濟社會的發展，出現了心齊、氣
順、勁足、風正的良好局面。龍江資源富
集，生產要素充裕，工業基礎較好，有強
大的發展動力；龍江山川秀美，沃野良
田，農業現代化程度高，有堅實的基礎保
障；龍江人民勤勞能幹，更智慧包容、開
放大氣，加快發展的熱情空前高漲，有不
甘人後的強烈進取精神。

我們有理由堅信，只要全省上下頑強
奮鬥、艱苦奮鬥、不懈奮鬥，龍江提前全
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就一定能夠實現！
2013年兩會必將成為 「龍江號」再次起航
的出發點，向美麗的 「中國夢」、 「龍
江夢」龍江兒女昂首邁出堅實的一步……

希望國家支持 「在黑瞎子島設立國際公
路客貨運輸口岸」納入中俄首腦會晤內容並
達成共識，以推動黑瞎子島這一中俄國際大
通道的建設步伐。在全國政協十二屆一次會
議開幕首日，全國政協委員、黑龍江省政協
主席杜宇新建議。

他介紹，1992年5月21日，國務院批准撫
遠為國際客貨運輸一類口岸，1993年8月8日
開關。由於江上運輸只能限於明水期，每年
開關170-180天。為解決 「半年閒」問題，
1999年11月23日國務院批准開通黑龍江省撫
遠縣烏蘇鎮至俄羅斯哈巴羅夫斯克市卡雜克
維茨沃國際客貨運輸通道，但因故至今未啟
用。2008年10月，黑瞎子島設立界樁。中俄
兩國達成共識，將把黑瞎子島打造成為生態
文明之島、合作發展之島、友好和諧之島。

杜宇新認為，在黑瞎子島設立國際公路
客貨運輸口岸，是解決撫遠口岸先天不足，
促進黑瞎子島建設的務實之舉。

一是撫遠對岸的哈巴羅夫斯克，是中俄
邊境規模最大的城市，又是俄遠東地區政
治、經濟、文化、軍事中心。

二是根據國函[2009]62號文件《國務院關
於黑瞎子島保護與開放開發有關問題的批
覆》，中俄雙方就黑瞎子島保護與開發已達
成共識，將共同打造成為連接中國東部地區
和俄遠東地區，輻射東北亞區域的經貿旅遊
合作示範區。

三是經過多年建設，2012年9月27日，中
方登島橋黑瞎子島烏蘇大橋正式開通，俄方
登島橋預計2013年秋季通車。2012年9月23
日，3個3000噸級泊位江海聯運深水港碼頭正
式投入使用；2015年建撫高速公路預計通
車；2011年12月6日前撫鐵路貨運正式通車，
2012年12月8日客運正式通車；2013年6月撫
遠東極機場試飛。目前已具備了連接島內外

水運、公路、鐵路、航空 「四位一體」的交
通條件。撫遠縣完全有條件成為我國黑龍江
流域最優越的江海聯運始發港，是通往俄羅
斯、北美最便捷、最經濟、最重要的大通
道。

國境界河國土防護事關國土安全和國家
形象。黑龍江省國境界河長度2723公里，佔
全國國境河流長度的37%。因國境界河河流水
文特徵、河床河岸抗沖刷能力和其他一些自
然和人為因素，塌岸及沖刷比較嚴重，每年
都造成一定國土流失。黑龍江省省級財力和
國境界河流域所在的市縣財力均較薄弱，難
以有效承擔國境界河國土防護工程巨額資
金，致使這一問題長期得不到根治。

對此杜宇新還建議，國家有關部門應高
度重視由界河沖刷引致的國土流失問題，對
國境界河國土流失情況進行一次全面調研，
制定保護方案，出台具體措施，提高國境界
河水土保持能力和生態安全。應設立專項資
金，統籌規劃，逐年實施，支持
地方加強國境界河國土防護
工程建設，加大對國
境界河護岸護坡工程
和界河防護林工程投
入資金的數額，對江
岸植被實施保護，
逐步遏制界河水土
流失，從根本上解
決界河流域的國土
流失問題。

（金麗）

大美龍江大美龍江銳意進取銳意進取

2008年以來，黑龍江省委、省政府深入貫徹落實科學
發展觀，團結帶領全省人民解放思想、開拓創新，大力實
施 「八大經濟區」發展戰略和 「十大工程」發展舉措，全
面開創了經濟社會又好又快、更好更快發展新局面，走出
一條符合龍江實際的科學發展道路。就發展進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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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龍江省取得哪些成效，經驗是什麼，前景怎麼樣等問
題，2013年全國兩會期間，本報記者採訪了全國人大代
表、黑龍江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吉炳軒。

歷史性變化 提高幸福指數
吉炳軒說，2008年以來，全省堅持從龍江實際出發，

深入調查研究，集中各方智慧，找準發展優勢，認清發展
不足，理清發展思路，制定並實施了 「八大經濟區」發展
戰略和 「十大工程」發展舉措。 「五年來，全省經濟實力
顯著增強、城鄉面貌顯著變化、社會事業顯著進步、人民
生活顯著改善、改革開放顯著加快、黨風政風顯著好轉。
2012年，全省地區生產總值達到13691.6億元，比上年增長
10%以上，繼續保持兩位數增長速度；地方財政收入達到
1630億元，是2007年的2.8倍；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達到
9780.9億元，是2007年的3.4倍；糧食總產量達到1250億斤
以上，每年以100億斤速度遞增；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達到17760元，比2007年增長73%；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
達到8604元，比2007年翻一番，使過去的五年成為龍江發
展速度最快、城鄉面貌變化最大、人民群眾得到實惠最多
的五年。

凝心聚力 開創科學發展新局面
辦好龍江的事情，必須始終堅持解放思想，做到一切

從實際出發，堅定不移地走符合龍江實際的科學發展道
路。吉炳軒說，在推動經濟社會又好又快、更好更快發展
的實踐中，我們深刻體會到：以思想大解放來推動經濟大
發展；必須始終堅持固本強基，多幹打基礎、利長遠、增
後勁的事，一步一個腳印、扎扎實實地把自己的事情辦
好，確保龍江經濟社會始終沿正確方向持續快速健康發
展；必須始終堅持改革開放，以大改革釋放更加澎湃的發

展活力，以大開放贏得更為廣闊的發展空間，不斷提升龍
江的創造力、競爭力和吸引力；必須始終堅持民生為大，
努力讓人民群眾得到更多實惠、生活更加幸福，切實做到
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
須始終堅持維護穩定，切實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全面提
升社會管理科學化水平，為經濟繁榮發展、人民幸福安康
提供可靠社會保障；必須始終堅持創業創新，帶領全省人
民不斷創新業、創偉業，不斷探索科學發展的新思路、新
舉措，奮力開創龍江科學發展新局面；必須始終堅持狠抓
落實，對定下來的事情，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堅持
一抓到底、務求實效，不達目的決不罷休；必須始終堅持
凝心聚力，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調動一切可以調動
的積極因素，形成推動龍江發展的強大合力。

建設富強文明和諧幸福大美龍江
談及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的發展，吉炳軒表示，將深

入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精神，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加快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以弘揚 「創業、創新、創優」
精神為動力，堅持發展經濟不動搖、堅持改革開放不動
搖、堅持改善民生不動搖、堅持擴大民主不動搖、堅持繁
榮文化不動搖、堅持促進和諧不動搖、堅持保護環境不動
搖、堅持反腐倡廉不動搖，充分調動全省黨員和幹部群眾
積極性和創造性，堅定不移走符合龍江實際的科學發展道
路。

重點抓好八項任務：大力發展現代化大農業；大力構
築現代產業體系；大力促進城鄉統籌發展；
大力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大力推動
文化發展繁榮；大力保障改善人民
生活；大力提升社會管理水平；大
力加強生態建設保護。加快建設
「八大經濟區」，大力實施 「十大

工程」，扎實推動經濟社會更好更
快更大發展，奮力譜寫全省人
民幸福美好生活新篇章，力爭
在建設富強文明和諧幸福大美
龍江上實現新跨越。（焦紅瑞）

3月6日，北京風和日麗，迎春花綻放。第十二
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黑龍江代表團媒體開放日上，
全國人大代表、黑龍江省省長王憲魁與代表們一道
同中外記者親切交流，真摯互動。 「下面是記者提
問時間，請記者朋友就關心的問題向代表提問。」
主持會議的王憲魁話音剛落，大家就迫不及待地舉
起手，爭取提問的機會。

香港 「奶粉限購」事件牽動全國兩會代
表、委員們的神經，乳業安全問題再次被
推上風口浪尖。在回答本報記者提問
時，王憲魁強調，黑龍江將通過源
頭控制、全過程監控、冷鏈運輸等
措施確保乳業安全。他表示，黑
龍江寒天黑土、地域遼闊，奶
牛、肉牛、生豬疫情少，發病率
低，適合規模化養殖。黑龍江的乳
產品包含奶牛飼料的種植都是非常
嚴格的，從飼料種植，到奶牛餵養，
到產奶全過程都在微機監控中，保證的
是乳業全程可追溯。在乳業運輸方面，黑龍
江採取的是完全現代化的冷鏈運輸體系， 「某一個
人或某一個農戶，想摻雜、滲透東西進來是不可能
的，請您放心，黑龍江將來一定是全國的綠色食品
的重要基地。」

在回答完記者提問後，王憲魁特意補充稱，自
己是大公報的忠實讀者，他說： 「大公報很重要，

我是你們的忠實讀者，
我經常看你們的報道，
謝謝你們對黑龍江的宣
傳報道。」

中俄經貿合作是媒
體關注的焦點。在回答
關於強化邊境地區睦鄰
友好關係時，王憲魁
說，經貿合作是中俄睦
鄰友好關係的物質基

礎，也是兩國關係持續充滿活力的
重要保證。黑龍江與俄羅斯毗鄰地
區始終互相尊重主權利益，保持和
諧友好邊境關係。近年來，彼此間
的貿易額不斷增加，合作領域逐步
擴大。黑龍江企業在俄方設立合作

園區，發展壯大自身的同時，帶動了
當地就業，留下了稅收，受到了歡迎。

我們將進一步加快大通道建設，以大通道帶
動大通關，以大通關促進大發展。

有記者問及黑龍江如何推進產業項目建設。王
憲魁說，黑龍江資源豐富，發展潛力巨大，將按照
黨的十八大和政府工作報告要求，推進轉變經濟發
展方式，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力構建以 「十大重
點產業」為主體的現代產業體系，通過大上項目，
改造提升 「老字號」，深度開發 「原字號」，培育
壯大 「新字號」，努力提高經濟運行的質量和效
益。

王憲魁在回答怎樣加強政府廉政建設問題時
說，我們要按照 「幹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
明」要求，抓好政府廉政建設。清明清正，才能做
到公開透明；公開透明才能體現公平公正。要堅持
責權益三者相統一，加快改革、轉變職能，自覺接
受各方面監督，確保權力在陽光下運行。

（焦紅瑞、于海江、陳婧）

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代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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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堅定不移走符合龍江堅定不移走符合龍江
實際科學發展道路實際科學發展道路

打造國家安全可靠打造國家安全可靠
的綠色食品基地的綠色食品基地

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代表、、
黑龍江省省長王憲魁黑龍江省省長王憲魁：：

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政協委員、、
黑龍江省政協主席杜宇新黑龍江省政協主席杜宇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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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代表、
綏化市市長王金會認
為，農業產業化是扭
轉農業弱質低效局面
的根本出路，是解決
小生產與大市場的矛
盾，逐步實現農業生
產 市 場 化 的 現 實 選
擇。黑龍江應順應食
品產業發展趨勢，進
一 步 發 揮 好 比 較 優
勢，做大做強食品產
業。按照競爭力強、
成長性好、關聯度高的要求，把特色食品產業確定為產業
集聚區的主導產業，推廣 「龍頭企業＋合作社＋農戶」模
式；注重由抓 「田間地頭」向抓 「市場端頭」轉變，由注
重抓 「產供銷」向 「銷供產」轉變。

（焦紅瑞、于海江）

全國人大代表、
哈爾濱億豐集團董事
局主席馮燕建議加快
完善對俄旅遊各類專
業人才的培養，在有
條件的學校開設與對
俄旅遊相關的課程，
加快俄語導遊、接待
人員以及對俄旅遊市
場和產品開發人員的
培訓。加快與俄羅斯
的國際聯合辦學，利
用俄羅斯雄厚的教育
資源，構建對俄旅遊人才培養平台，是目前迅速造就對俄
旅遊人才的有效措施。積極推動將旅遊交流作為中俄兩國
商定共同制定《未來十年中俄人文合作行動計劃》的重要
部分，使兩國人文交流提高到新的水平。

（傅彥華）

貸款難已經成為
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
的制約因素。全國人
大代表、齊齊哈爾市
農業技術推廣中心副
主任譚志娟說，現在
國家對種糧大戶給予
政府貼息貸款優惠政
策，即種糧1000畝的
為 種 糧 大 戶 ， 達 到
5000 畝 的 為 超 支 大
戶，對專業合作社沒
有明確的支持和扶持
政策。因此建議出台直接支持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相關優惠
政策，加大對農民專業合作社的資金扶持力度，採取直接
補助、貸款貼息等方式，支持合作社開展信息服務、人員
培訓、農產品質量標準認證、農業生產基礎設施建設、市
場營銷和技術推廣等。 （傅彥華、于海江）

全國政協委員、
黑龍江省政協副主席
洪袁舒在提案中針對
目前大豆產業存在的
種植面積和產量急劇
萎縮、加工企業開工
率低、非轉基因大豆
產品市場認知度低、
糧油安全問題面臨挑
戰等問題建議，加強
和完善國家對大豆產
業的補貼政策和資金
支持力度，加大對大
豆種植業和加工企業的補貼。建議國家加強《農業轉基因
生物標識管理辦法》等有關法律法規的執行力度，制定監
督處罰細則，對轉基因大豆產品以及下游產業鏈產品加強
檢測和監管，強制規範執行轉基因標識，從根本上提高大
豆產業競爭力。 （金麗、張春寧）

盧禹舜：

改善文化民生 增強文化素養
全國政協委員、

哈醫大二院副院長李
文志表示，到目前為
止，我國還沒有一個
行之有效的措施來嚴
格控制及合理規範應
用抗生素，尤其是在
基層醫院濫用抗生素
的現象還依然非常普
遍，特別是對於兒童
這 一 特 殊 的 群 體 來
講，濫用抗生素已經
嚴重侵害了整整一代
人的身體健康。其危害的深遠影響絕不容低估。這不僅僅
是一代人，它將會殃及到我們的子孫後代。因此，強烈建
議國家及各級地方政府應盡早立法，並採取有效措施嚴格
管理及控制抗生素的濫用。

（金麗、張春寧）

全國政協委員、
中國國家畫院常務副
院長盧禹舜接受本報
記者採訪時表示，目
前文化民生中存在文
化消費增長滯後於消
費總體增長；文化消
費結構不平衡，內容
層次偏低；民族文化
意識和認識淡漠，缺
乏文化自覺等問題，
建議改善文化民生，
提升民族整體文化素
質。要重視文化元素在市政規劃等方面的體現，營造和諧
中國的文化景觀，尤其是中國傳統文化在國內的承續和發
展。在日常生活中，包括城市環境建設、建築、景觀設
計、廣告張貼等各方面都可以有選擇地滲透中國美的設計
元素。 （金麗、張春寧）

洪袁舒：

保護大豆產業體系健康運行
譚志娟：

加大農民專業合作社資金扶持
馮燕：

加快對俄旅遊各類專門人才培養
王金會：

抓「市場端頭」做強食品產業

▲▲黑龍江省城鄉一體化發展邁出堅實步伐黑龍江省城鄉一體化發展邁出堅實步伐

▲▲深化改革擴大深化改革擴大
開放開放，，充分釋放充分釋放
龍江發展活力龍江發展活力

▶▶黑龍江省是黑龍江省是
國家重要的重國家重要的重
型裝備生產製型裝備生產製
造基地造基地

▼▼過去五年過去五年，，是黑龍江省民生投入最多的時是黑龍江省民生投入最多的時
期期。。圖為孩子們幸福的笑臉圖為孩子們幸福的笑臉

成熟的麥穗成熟的麥穗

黑龍江省糧食總產量黑龍江省糧食總產量、、新增量新增量、、
商品量商品量、、調出量均居全國首位調出量均居全國首位

2008年以來的五年，是黑龍江省經濟邁上新台
階、綜合實力明顯增強的五年，是人民群眾共享發展
成果最多、民生大幅改善的五年，是科教文衛體全面
進步、社會更加和諧穩定的五年，是發展的基礎更加
牢固、發展的優勢進一步顯現的五年。

國家糧食安全戰略大糧倉
五穀豐登，富裕安康。黑龍江省糧食生產能力實

現跨越式發展，五年間，全省糧食總產先後跨越了800
億斤、900億斤、1000億斤和1100億斤四個大的台階，
2012年全省糧食總產達到1152億斤，奪得糧食總產、
年均增長量、商品量、人均產量四項全國第一。糧食
產量實現 「九連增」。

對外開放邁出堅實步伐
大力實施對外開放戰略，全省外向型經濟發展取

得顯著成果，形成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
放格局。2011年，全省進出口總值居中部地區第一
位，2012年全省進出口總值378.2億美元，共有俄羅
斯、美國、印度、德國、韓國和日本等貿易夥伴達201
個，其中對俄貿易213.1億美元，佔全省進出口總額的
56.3%，全國對俄貿易第一大省地位進一步鞏固。

現代化公路網譜錦繡華章
覆蓋全省的綜合立體交通網絡基本形成：公路建

設三年決戰決勝，交工高速公路2767公里，是過去20
年高速公路建設總量的2.7倍；高速公路總里程達到
4300公里，居全國前列；建成農村公路6.3萬公里；鐵
路新建及擴能改造達689.1公里，哈爾濱至大連高鐵竣
工通車；機場由5個增加到10個。

改善民生以人為本持續發力
始終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

落腳點，千方百計增加居民收入和民生投入。五年
間，人民生活水平明顯提高，全省財政用於民生支出
6249.5億元，年均增長23%。保障性安居工程開工建設
270萬套，連續5年全國第一；改造農村泥草房116.3萬
戶，全省近800萬城鄉居民改善了居住條件。

全國人大代表、
七台河市市長韓立華
接受記者採訪時說，
實 現 資 源 型 城 市 轉
型，關鍵是要構建支
撐轉型的產業體系。
作為煤礦城市，一要
突出做好煤炭資源精
深加工這篇文章，做
大做強主導產業，做
到合理開採、綜合開
發、延長產業鏈條，
提高資源產出率。二
要突出發展替代產業，積極發展非煤產業，尤其要大力發
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提高產業層次和競爭能力；要大力發
展生產性和生活性服務業，為產業發展壯大提供有力支
撐。三要突出建設好產業園區，搭建產業項目落地的載
體。 （焦紅瑞、于海江）

韓立華：

構建支撑轉型的產業體系
李文志：

立法控制抗生素濫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