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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6 日，國務院新聞辦舉行新中
國成立 70 周年黑龍江省主題新聞發
布會。中共黑龍江省委書記、黑龍
江省人大常委會主任張慶偉，中共
黑龍江省委副書記、黑龍江省人民
政府省長王文濤，圍繞 「新時代黑
龍江重振雄風再出發」 這個主題，
介紹黑龍江的經濟社會發展情況，
並回答媒體提問。張慶偉稱，黑龍
江踐行新發展理念，進一步解放思
想，改革創新，建設國家重要的商
品糧基地、綠色食品產業基地、重
大裝備製造基地和能源及原材料基
地，努力走出一條質量更高、效益
更好、結構更優、優勢得以充分釋
放的振興發展新路子。
文/付彥華 張曉磊

新時代 黑龍江重振雄風再出發
70 年滄海桑田，黑龍江大地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
化。壯哉！70 年，黑龍江成就斐然！黑龍江省地區
生產總值增長 122 倍，公共財政收入增長 272 倍，
工業增加值增長 325 倍，實現了從 「北大荒」到
「北大倉」 「共和國工業搖籃」到 「挺起民族工業
脊樑」 「簡單易貨貿易」到 「全方位對外合作」等
歷史巨變。
大農業、大旅遊勾畫發展靚麗 「底色」。當日發
布廳外，農副產品展區前，黑龍江優質農副產品琳
瑯滿目，展板上寫有 「中國糧食 中國飯碗」幾個
大字很是醒目，水稻、大豆、玉米彰顯了這個產糧
第一大省的豐饒物產。龍江二號衛星、微小型水下
機器人，老工業基地的自主研發，不斷向高端化、
智能化邁進，展台前圍滿了人群，大家紛紛點讚龍
江高科技成果。

2018 年，141 戶 「老字號」、1807 戶 「原字號」規
上企業主營業務收入分別增長 7.6%和 11.8%。新產
業新業態快速成長，網上零售額增長 41.8%，今年
上半年高新技術製造業增加值增長 16%，哈爾濱新
光光電成為東北首家在科創板上市的企業。

外貿額 70 年勁增 873 倍
這 70 年，黑龍江實現了從 「簡單易貨貿易」到
「全方位對外合作」的歷史巨變。建國初期，黑龍
江進出口總額僅為 2 億元。經過 70 年的發展，全省
進出口總額增長 873 倍，年均增長 11%，特別是對
俄進出口總額佔全國 1/5、居全國首位，橫跨歐
亞、聯接陸海的國際經貿大通道全線貫通，貿易夥
伴發展到 200 多個國家和地區，成為中國向北開放
的重要窗口。

國家糧食安全 「壓艙石」
9 碗米飯就有 1 碗來自黑龍江

築牢祖國北方生態屏障

工業發展——哈爾濱汽輪機廠有限責任公司

邵國良攝

深圳（哈爾濱）產業園奠基儀式現場

超過 4500 公里，高速鐵路網骨架初步形成，機場總
數居東北三省首位，以哈爾濱為中心，聯通各市
（地）的 「一個小時、兩小時經濟圈」正在形成。
黑龍江着力滿足人民美好生活新需求，堅決打好
精準脫貧攻堅戰，全省累計減貧 103 萬人，貧困發
生率降至 0.65%。深入開展職業技能提升行動，就
業形勢保持穩定。推進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累計
改造各類棚戶區 329.5 萬套，近千萬城鄉居民住房
條件得到改善。哈爾濱火車站、哈爾濱地鐵等一批
標誌性基礎設施項目建成投用。

省長王文濤：
農業要種得好 產得優 賣得俏
黑龍江是工業強省、農業強省、科教強省、生態
強省、旅遊強省。省長王文濤回答媒體提問時妙語
連珠。他說，省委把發展壯大綠色食品和農副產品
加工業作為一個戰略定位，打造成為第一支柱產
業。打好寒地黑土、綠色有機、非轉基因優勢牌，
重點在種得好、產得優、賣得俏下功夫。第一，種
得好。我們要以特色化、規模化、標準化為方向，
在現有的基礎上，對一些稻米、大豆、鮮食玉米、
蔬菜、食用菌、馬鈴薯、中藥材，還有林果，就是
林下的漿果，要進行基地的建設。第二，產得優。
就是要有好的企業進來加工生產，我們擴大招商引
資，大力引進一些優質的企業，把好的資源通過市
場化手段配置給好的企業。第三，賣得俏。營銷是
我們的短板，營銷當中短中之短是我們農產品品牌
塑造不夠。

旅遊叫響：
北國好風光 盡在黑龍江
今年全國 「兩會」上，省長王文濤在推介黑龍江
旅 遊 時 ， 重 複 了 三 遍 「北 國 好 風 光 、 盡 在 黑 龍
江」，並對在場國內外記者說到，重要的事必須說
三遍。王文濤省長在國新辦舉行的黑龍江專場發布
會上，回答媒體提問時表示， 「北國好風光、盡在
黑龍江」今天我只說一遍，黑龍江在旅遊產業方面
涼爽和冰爽是兩大亮點，大森林、大湖泊、大草
原、大濕地、大界江，還有大冰雪，非常令人震
撼，純自然、純生態、純野趣，相信大家去了以後
就會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伊春更是一個 「三深」
美好去處：深呼吸、深睡眠和深度遊的城市。

水運口岸繁忙的運輸場景

中共黑龍江省委副書記、黑龍江省人民政府
省長王文濤答記者問
王文濤說，習近平總書記對我們提出， 「綠水青
山就是金山銀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銀山」， 「要
挖掘黑龍江豐富的生態資源和區位優勢，發展冰雪
遊、森林遊、邊境遊、濕地遊、避暑遊等旅遊產
業」，我們正在按照總書記的指示精神，把它變為
一個生動的實踐。去年黑龍江省旅遊人次 1.8 億，
同比增長 11%，旅遊收入去年是 2244 億元，同比增
長 17.6%，下一步重點工作是制定旅遊規劃，把必
到必遊的核心景區建設好，和周邊景區串成 「珍珠
鏈」，形成 「大珠小珠落玉盤」格局；二是開發旅
遊產品，以涼爽作為一個主打產品推出避暑遊、森
林遊、濕地遊，特別適合避暑、康養、休閒、觀光
旅遊；三是打好涼爽和冰爽兩張牌，黑龍江冬季冰
天雪地，好一派北國風光。

國務院新聞發布廳外黑龍江科技力量展示：
龍江科技 上天入海

這 70 年，黑龍江實現了從 「全國林木採伐基地」
到 「祖國北方生態屏障」的歷史巨變。建國初期，
歷經70年發展，黑龍江作為全國農業大省現已躍升
大批部隊官兵和林業工人苦戰嚴寒破禁區，累計為
為全國產糧第一大省，糧食播種面積、總產量、商品
國家貢獻 7 億多立方米木材。經過 70 年的發展，黑
量、調出量、綠色食品面積、農業機械化率均居全國
龍江生態環境日益優良，這裏有野生東北虎豹
第一，中國人每9碗飯就有1碗來自黑龍
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有丹頂鶴的故鄉。這
江， 「
中國飯碗」裝上了更多 「
龍
裏還有聞名遐爾的大森林、大草原、
江糧」，在維護國家糧食安全
大湖泊、大界江、大冰雪，黑龍江
中發揮着 「
壓艙石」作用。
有 9 處濕地列入國際重要濕地名
張慶偉書記稱： 「黑龍
錄，是全國最多的省份，築牢了
江着力釋放綠色發展新
拱衛中國北方的重要生態屏障。
優勢，爭當全國農業現
代化建設排頭兵，深
構築 「一帶一路」
入實施鄉村振興戰
開放合作新高地
略，藏糧於地、藏糧
於技，糧食總產量連
這 70 年，黑龍江着力完善市
續 8 年全國第一，奶
場經濟新體制，深化國資國企
粉、嬰幼兒配方奶粉產
改革，龍煤農墾森工改革實現重
量均居全國首位。讓農業
大突破，省級七大產業投資集團實
插上科技的翅膀，深入推進
現重組，駐省央企改革加快推進。
黑土地保護，綠色食品、有
政府職能加快轉變，民營經濟已
機食品認證面積分別佔全國
佔 全 省 經 濟 總 量 的 「半 壁 江
黑龍江爭當農業現代化排頭兵
1/5 強、1/10 強。
山」、2018 年為 54%，民間固定
資產投資佔全省比重不斷提高，去年達到了 70%。
挺起民族工業脊樑
地方機構改革順利完成，事業單位機構和編制較大
幅度精簡。高規格承辦中俄博覽會，同江鐵路大
經過 70 年發展，黑龍江實現了從 「共和國工業搖
橋、黑河公路大橋、黑瞎子島口岸、油氣管道、跨
籃」到 「挺起民族工業脊樑」的歷史巨變。全省基
黑龍江索道等跨境通道建設取得重大進展，中國
本形成以能源、食品、石化、裝備為主體、門類齊
（黑龍江）自由貿易試驗區獲批，深圳（哈爾濱）
全的工業體系，科技綜合實力在全國排名第 16 位，
產業園全面開工建設，黑龍江正在構築 「一帶一
科技產出指標居全國第 12 位，直升機、通用飛機、
路」開放合作新高地。
數控機床、艦船動力、鋁合金等產品和技術蘊含龍
江智慧，累計為全國提供了三分之一的電站成套設
城鄉居民收入
備、二分之一的鐵路貨車，為北京奧運、青藏鐵
分別增長 124 倍和 102 倍
路、神舟飛船等國家重點工程提供了大量重型裝
備， 「黑龍江製造」為國家經濟建設作出了巨大貢
經過 70 年發展，黑龍江實現了從 「普遍貧窮」到
獻。
「奔向全面小康」的歷史巨變。建國初期，黑龍江
張慶偉書記稱，黑龍江着力構建現代產業新體
物質水平低下，老百姓生活比較貧困。經過 70 年發
系，加快轉方式調結構，做好 「三篇大文章」，
展，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增長 124 倍和
「老字號」煥發生機活力， 「原字號」延伸產業
102 倍。哈爾濱工業大學、哈爾濱工程大學等高校
鏈， 「新字號」不斷集聚，新舊動能加快轉換，形
達 81 所，有 「兩院」院士 40 人。社會事業全面進
成多點支撐、多業並舉、多元發展產業新格局。
步。城鄉基礎設施建設突飛猛進，高速公路總里程

中共黑龍江省委書記、黑龍江省人大常委會主任
張慶偉作主旨發布

營商環境：
誰砸龍江的牌子 就砸誰的飯碗
王文濤稱，相信媒體朋友都非常關注營商環境的
問題， 「辦事不求人」 「投資必過山海關」，這是
今年網上有關黑龍江的兩個熱搜。它們指向的都是
營商環境，營商環境改善是個大課題。
「目前，黑龍江正在大力招商引資，營造良好的
環境，讓企業來龍江投資興業。」黑龍江從老百姓
辦事不求人開始，用 「放管服」倒逼不求人，通過
「鍵對鍵」實現辦事不求人，依法推動辦事不求人
四個方面，更好地構建營商環境。王文濤說，省委
高度重視優化營商環境，每年春節第一天上班就召
開深化機關作風整頓優化營商環境大會，而且明確
省紀委監委要查處曝光一批破壞營商環境的典型人
和事，釋放出 「誰砸龍江的牌子，就砸誰的飯碗」
的強烈信號。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一直關心黑龍
江，始終牽掛黑土地，三年兩次親臨黑龍江視察指
導，賦予了我們重振雄風、全面振興的歷史使命，
為新時代黑龍江振興發展指明了前進方向。張慶偉
書記作主旨發布時最後稱，黑龍江將更加緊密團結
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一以貫之學
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堅守
初心擔使命，重振雄風再出發，奮力譜寫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龍江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