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国内·文件
2022年7月18日 星期一 责编：秦斌 美编：单君

辽河发生2022年第1号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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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在黑土地上奋力闯新路、开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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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刘伟 陈聪 强勇 王建

新华社哈尔滨7月17日电

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天津市报废机动车回收利用管理办法》

和《天津市公共场所室内空气质量管理规定》的决定

为进一步推进“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
境，市人民政府决定对《天津市报废机动车回收
利用管理办法》和《天津市公共场所室内空气质
量管理规定》2部规章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

一、关于《天津市报废机动车回收利

用管理办法》

1.将第四条修改为：“商务主管部门负责对
本行政区域内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活动实施
监督管理，并负责制定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行
业发展规划。
“公安、生态环境、工业和信息化、交通运

输、市场监管等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对本
行政区域内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活动实施有
关的监督管理。”

2.将第五条修改为：“本市按照政府引导、
供需平衡、合理布局、市场运作的原则，在天津
子牙经济技术开发区集中发展报废机动车回
收、拆解企业。市商务主管部门依据国家法律、
法规和相关标准，指导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
业的发展。”

3.将第六条修改为：“市商务主管部门负责
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资质认定。对经审
查符合条件的，颁发资质认定书，并及时向社会

公布本行政区域内取得资质认定的报废机动车
回收、拆解企业名单。”

4.将第九条第（二）项修改为：“利用报废机
动车‘五大总成’和其他零部件拼装机动车或者
出售报废机动车整车、拼装的机动车；”

5.将第九条第（三）项修改为：“出售不具备
再制造条件的报废机动车‘五大总成’。”
6.删去第十二条。
7.将第十三条第二款修改为：“市报废机动

车回收拆解信息管理系统由市商务主管部门负
责管理。商务、市场监管、公安、生态环境、交通
运输等部门应当加强信息沟通，建立报废机动
车回收、拆解管理信息交换制度。”

8.将第十五条修改为：“报废大型客车、货
车及其他营运车辆、校车和运输危险化学品的
罐式车辆的拆解，应当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
门的监督下进行。”

9.将第十六条修改为：“拆解的报废机动车

‘五大总成’具备再制造条件的，可以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出售给具有再制造能力的企业经过再
制造予以循环利用；不具备再制造条件的，应当
作为废金属，交售给钢铁企业作为冶炼原料。
“报废机动车拆解后的橡胶、塑料、玻璃、机

油等废物交售给相关企业作为生产原料；其中
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的危险废物，交由取得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处置。”

10.将第十七条中的“第十六条”修改为“第
十五条”。

11.将第十九条修改为：“报废机动车回收
企业应当确认机动车所有人申请注销登记的机
动车，向机动车所有人出具报废机动车回收证
明，七日内将申请表、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
驶证和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副本提交公安机关
交通管理部门车辆管理所。属于报废校车、大
型客车、重型货车及其他营运车辆的，申请注销
登记时，还应当提交车辆识别代号拓印膜、车辆

解体的照片或者电子资料。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车辆管理所审查后，收

回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出具注销证明。
“报废机动车回收企业应当及时向机动车所

有人交付注销证明。”
12.将第二十三条第二款修改为：“违反本办

法第九条第（二）项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予以处罚。”

13.第二十三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违反
本办法第九条第（三）项规定，由商务主管部门按
照《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的规定予以处罚。”

14.将第二十四条中的“第十四条”修改为“第
十三条”。
15.将本办法中的条文序号作相应调整。

二、关于《天津市公共场所室内空气质

量管理规定》

1.将第二条、第五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

第十九条中的“卫生行政部门”修改为“卫生健
康部门”。

2.将第三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
中的“区县”修改为“区”。

3.将第四条修改为：“市和区卫生健康部门负
责公共场所室内空气质量管理工作的组织推动、
综合协调，并具体承担公共场所运营中的室内空
气质量监督管理工作。
“市和区市场监管部门负责公共场所室内装

饰装修材料、家具的生产环节和流通环节的产品
质量监督管理工作。
“住房城乡建设、商务、教育、生态环境、文化

和旅游、体育、市场监管等行政管理部门在各自职
责范围内协助卫生健康部门做好公共场所室内空
气质量管理工作。”

4.将第八条修改为：“公共场所进行新建、改
建、扩建的，应当符合有关卫生标准和规范要求。”

5.将第十二条修改为：“公共场所采用集中空
调通风系统的，应当符合公共场所集中空调相关
卫生规范和管理规定的要求，并每年进行1次预
防空气传播性疾病的卫生学检测或者评价，检测
或者评价合格后方可继续运行。”
6.删去第十八条第（五）项。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这是黑龙江北大荒农垦集团五大连池农场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大豆中耕除草作

业（2022年6月29日摄）。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武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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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7月17日电 辽河铁岭站17日11时水位
涨至60.22米，与警戒水位持平。依据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
号规定，辽河发生2022年第1号洪水，水利部针对辽宁省汛
情启动洪水防御Ⅳ级应急响应。

水利部发布的汛情通报显示，受近期降雨影响，辽河干
流出现洪水过程。目前，辽河干流福德店以下河段维持超
警水位。

水利部向辽宁省水利厅和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发出
通知，要求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值班值守、监测预报和
会商研判，强化水利工程防洪调度运用和堤防巡查防守，做
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

水利部工作组正在辽宁省防汛一线，指导当地做好暴
雨洪水防御工作。

记者7月17日从四川北川羌族自治县了解到，北川局
地持续强降水引发山洪造成6人死亡、12人失联，当地抢险
救援各项工作正有序进行。

据介绍，7月15日20时到16日8时，北川县西部持续
出现强降雨天气过程，造成13个乡镇2.23万人不同程度受
灾，部分乡镇道路基础设施严重受损，电力、通信大面积中
断。7月16日0时至8时，北川青片乡和白什乡区域最大降
雨量达110毫米，集雨面积达到695平方公里。强降雨范围
内的青片河和七星沟两条河流短时汇聚大量降水，河道洪
峰在白什乡场镇交汇叠加，水位暴涨，形成洪水。洪水夹杂
漂浮物及泥土、砂石淤塞抬高河床，冲出河道，冲进白什乡
场镇，造成场镇临街房屋被淹，部分房屋被冲毁，当地交通、
电力、通信中断。截至17日7时，洪灾造成6人死亡、12人
失联，具体灾情损失还在进一步核查统计中。

灾情发生后，绵阳市和北川县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
Ⅱ级响应。当地组织公安、水利、交通、卫健、消防等救援力
量400余人，调集专业救援车、挖掘机、装载机等抢险机械
48辆，目前已累计转移安置群众1323人，其中白什乡480
名受灾群众全部得到妥善安置。 据新华社电

据新华社广州7月17日电（记者 毛鑫）广州市公安局
17日通报，按照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的工作部署，
广州警方日前开展“猎诈16号·闪电行动”，在全国18个省
区市抓获犯罪嫌疑人602名，现场缴获手机、电脑、网络通信
设备、手机卡、银行卡等涉案物品一大批，取得显著战果。

7月上旬，针对电信诈骗警情多发的情况，广州警方开展
代号为“猎诈16号·闪电行动”集中收网行动，对重大电信诈
骗案件再梳理、再研判，开展集中攻坚。针对本地电诈案件
深挖扩线，锁定收贩电话卡、银行卡的团伙一批。循线追踪，
深挖一批洗钱团伙成员。根据公安部下发的线索，摸查广州
市涉“两卡”、涉违法网络通信设备等黑灰产犯罪嫌疑人。

行动当天，在确保疫情防控大局的前提下，全体参战民
警克服嫌疑对象多、分布地域广等困难，分赴全国18个省
区市，共抓获嫌疑人602名。

据了解，广州警方持续对涉诈电话号码实施快查快打机
制，在本次行动中，成功破获一宗架设“双呼透A”语音线路，隐
藏主叫号拨打全国电话实施诈骗案件，抓获3名犯罪嫌疑人。

据办案民警介绍，该团伙使用某虚拟运营商的虚拟号码
替代真实电话主叫号码，向线路方、事主同时进行拨号，事主
手机显示主叫号为线路方的号码，实现隐藏真实主叫号，每
天拨打电话80余个，作案手段隐蔽，社会危害突出。

四川北川突发山洪造成6人死亡12人失联

累计转移安置群众逾千人

我国首个专业货运枢纽机场鄂州花湖机场建成投运

7月17日，顺丰航空的全货机在鄂州花湖机场滑行。 新华社发

广州警方开展“猎诈16号·闪电行动”

抓获犯罪嫌疑人602名

成兰铁路成都平原区段已铺轨完成

正式进入高原段铺轨

据新华社成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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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