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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 70年，黑龙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和富足，
人民生活水平同步实现历史性跨越提升。

“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是中央对东北振兴
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如今，黑龙江正按照中央部
署，认真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着力优化产业结
构，坚持走出一条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结构更优、
优势充分释放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当好粮食安全“压舱石”

说起中国粮食，就一定要提到平阔如海的三
江平原。每年秋天，这里产出的优质稻米被源源
不断地运往全国各地，走上千家万户的餐桌。

70 年来，三江平原所在地佳木斯市由人烟稀
少的“北大荒”，经过几代建设者的拼搏奉献，变成
如今沃野千里的“北大仓”。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大批建设者开垦北大荒，到今天拥有3000万亩良
田的农业大市，勤劳的佳木斯人唤醒了沉睡万载
的黑土地。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佳木斯按照

“中国粮食，中国饭碗”精神和“坚持把发展现代农
业作为振兴发展的重要内容”“让农业插上科技翅
膀”等要求，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扎实推进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创建三江国家农业高
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开创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农
民增收的崭新局面。粮食生产实现“十五连丰”，
年产量稳定在250亿斤以上，商品率达90%以上，
按每人每天 1 斤粮计算，足以确保全国人民 18 天
的口粮。今天的佳木斯，已成为国家粮食主产区
和优质商品粮基地。

“中国人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而且要装自
己的粮食。”作为我国产粮大省，黑龙江全力当好
维护全国粮食安全的“压舱石”。1949年全省粮食
产量为 577.5 万吨，1978 年达到 1477.5 万吨。改
革开放以来，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极大调动了黑
龙江农民的种粮积极性，粮食产量屡创新高。
2011 年达到 5570.6 万吨，成为全国第一产粮大
省。2018年，黑龙江粮食产量更是达到7506.8万
吨，连续8年位列全国第一，粮食产量比1949年增
长12倍，年均增长3.8%。

打造品牌、科技兴农、做强产业。近年来，黑
龙江的农产品，不仅“产得出”，还“产得优”，农业
生产各要素的乘法效应不断体现，推动三产加快
融合，农业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不断完善。

与“产粮第一大省”相呼应的，是黑龙江畜牧
业生产能力的稳步提升，一个个全国绿色食品基
地正在建设中。2018年，黑龙江生猪存栏和出栏
量分别为1353.2万头和1964.4万头，比1952年增
长 3.9 倍和 58.5 倍，年均增长 2.4%和 6.4%。禽蛋
和牛奶产量分别为 108.5 万吨和 455.9 万吨，比
1952 年增长 59.3 倍和 302.9 倍，年均增长 6.4%和
9.0%。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凭借丰富的自然资源和
良好的生态环境，如今黑龙江已成为全国重要的
绿色食品生产加工和供给基地。绿色食品种植面
积由 2001 年的 2.4 万公顷发展到 2018 年末的
536.4 万公顷，增长 218.9 倍，年均增长 37.3%；
2018年绿色食品认证达2700个，绿色食品产业牵
动农户 131 万户。绿色食品加工企业产品产量
1790 万吨，实现产值 1650 亿元，实现利税 98.9
亿元。

向“高质量”经济转型

“两弹一星”“神舟”飞天、“嫦娥”探月、“蛟龙”
入海等重大工程，都离不开黑龙江的突出贡献，也
见证了黑龙江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农业在黑龙江省经济中占
据主导位置，1952 年的三次产业构成为 46.0∶
30.1∶23.9。1952 年至 1978 年，随着“重点发展重
工业”战略的实施，工业占比迅速提高，到 1978年
三次产业构成为 23.4∶61.0∶15.6。在改革开放的
历史新时期，各产业协调发展，农业基础地位不断
增强，以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继续快速发展，第三
产业也得到大力提升，经济结构趋向合理和优化，

逐步调整到2018年的18.3∶24.6∶57.1。
经济结构越来越合理的同时，黑龙江省财政

收支也迅速增加。1952年，黑龙江全省地方财政
收入为4.7亿元，1978年达到63.3亿元，2018年全
省实现公共财政收入1282.5亿元，比1952年增长
272.9倍。1952年全省地方财政支出为 1.6亿元，
1978年达到31.5亿元，2018年全省公共财政支出
完成4675.7亿元，比1952年增长2922.3倍。黑龙
江省相关负责人表示，政府财政收支的迅速增加，
有效提高了政府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宏观调控
能力，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得到充
分发挥。

作为黑龙江经济转型发展、产业结构调整的
主阵地，近年来，哈尔滨市依托雄厚的工业基础和
科教实力，坚持重塑传统产业新优势与培育新兴
产业新动能并重，绿色食品、装备制造、医药等传
统产业在经历结构调整阵痛期后，正在向中高端
发展。新材料、生物、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
技术产业均实现快速发展，2018年增加值分别增
长10.3%和20.8%。哈尔滨市相关负责人表示，战
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已经成为当地驱动工
业增长的重要引擎，正在促进当地工业发展由量
的扩张向质的提升加速转变。

位于黑、吉、蒙三省区交汇处，辐射半径内人
口逾1000万的黑龙江省另一中心城市齐齐哈尔，
近年来不断摆脱“东北现象”束缚，一系列改革举
措令当地老企业焕发新生机：中国一重生产规模
和效益迅速增加，中车齐车货车业务板块总部落
户当地，北满特钢与建龙集团完成重整激发出新
的活力。此外，当地还不断推进农业生产规模化、
标准化建设，建成一批大型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昂昂溪龙江阜丰、讷河鸿展、富裕益海嘉里等食品
加工项目相继进驻，飞鹤乳业销售收入突破 100
亿元，当地还积极推动装备制造和食品工业2个千
亿元级产业集群和多个百亿元级龙头企业建设。

以转型引领的经济增长极具含金量，经济总
量迅猛增长的同时，黑龙江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由
1952年的 238元提高到 2018年的 43274元，增长
了181.8倍，年均增长8.2%。

昔日“北大荒”今朝奔小康

“全面小康路上一个也不能少”，为了这句庄
严承诺，黑龙江坚定地提出，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
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坚决打赢脱贫
攻坚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黑龙江省扶贫工作取得积
极成效。全省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累计脱贫
33.4万人，减贫幅度达到75%以上，贫困发生率由
2.46%降至 0.65%；全省 1778 个贫困村共出列
1678个，占贫困村总数的94%。贫困村通硬化路、
通宽带、通广播电视，有卫生室、有医生、有文化活
动场所，“三通三有”基本实现全覆盖；全省 20 个
国家级贫困县中先后有 15个实现脱贫摘帽；全省
8个省级贫困县已全部实现脱贫摘帽，在解决区域
性整体贫困上迈出坚实脚步。

昔日黑龙江曾被叫作“北大荒”，老百姓为解
决温饱而奔波。如今，“北大荒”开始富了。党的
十八大以来，全省农村贫困人口数量大幅减少的
同时，黑龙江城乡居民收入实现快速增长。2018
年，黑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1978年的
455元增加到2018年的29191元，增长64.2倍；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172元增加到
2018年的 13804元，增长 80.3倍。党的十八大提
出的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城乡居民人均收
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已基本实现。

如今的黑龙江，一改新中国成立初期教育、卫
生等领域落后状况，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公共事业
蓬勃发展，蒸蒸日上，人民群众的生活更加幸福。

目前，黑龙江全省有普通高校81所，在校生73.2万
人，比 1952年的 0.9万人增长 80.3倍。2018年全
省出版图书8204万册，杂志3484万册，报纸49910
万份，分别是1952年的482.6倍、139.4倍和7.6倍，
百姓获取信息和知识的渠道、内容更加丰富。1952
年，全省共有医院99个，2018年全省医院、卫生院
达到2081个，卫生服务能力明显增强。

70 年，黑龙江人用勤劳和勇敢绘就一幅波澜
壮阔的奋斗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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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苏大鹏

70 年来，黑龙江省广大

干部群众在党中央的领导

下，肩负起国家战略重任，

出色保障了新中国国防、粮

食、生态和能源安全需求。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实践中，走出了一条人民生

活水平不断提高、经济社会

发展大幅跨越的富民强省

龙江路。

服务好国家战略，既是

发展责任，又是发展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黑龙江时

说：“中国人要把饭碗端在自

己手里，而且要装自己的粮

食。”保证全国粮食安全“压

舱石”是重中之重，黑龙江省

委省政府持续推进体制机制

改革。2005年以来一系列强

农惠农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农

民种粮积极性，2018 年底成

立的北大荒农垦集团总公司

实现了国有农业经济的历史

性突破。全省粮食产量1949

年为 577.5 万吨，1978 年达

1477.5 万 吨 ，2018 年 达 到

7506.8万吨，连续8年位列全

国第一，粮食产量比 1949 年

增长 12 倍，年均增长 3.8%。

一年的粮食产量能为 1 亿国

人提供一整年口粮，黑龙江

省向党中央交出了一份合格

答卷。

建设好生态文明，绿色

发展是根，开放创新是魂。

黑龙江省委省政府把生态

文明理念、原则、目标融入

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

着力对生产力布局、产业结

构、生产方式等实行深度调

整。领导干部生态责任制、

山水林田湖草的生态保护

与利用规划等一系列从顶

层统筹到“四梁八柱”的创

新与改革，全面贯彻落实了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发展

思想。“旅游+”融合发展，让美丽生态释放出巨大

吸引力，推动了黑龙江经贸加速融入国内国外两个

市场。今年上半年，全省进出口额实现 933.4亿元，

绝对值列全国第 21 位，同比增长 21.5%，高于全国

进出口增速 17.6 个百分点，增速列全国第 5 位，列

东北三省一区首位。口岸进出口货运量2344万吨，

同比增长 18.2%；进出境客运量 180.1 万人次，同比

增长15.3%。

推进高质量发展，就是打造优势产业，最终实现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东北老工业基地伴随共和国

成长也进入爬坡过坎阶段，黑龙江省资源型产业、传

统工业制造业和粮食种植业面临再筑竞争优势新挑

战。省委省政府在党中央统筹部署下，充分利用《关

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等

政策红利，不断增强农业基础地位，快速发展以工业

为主的第二产业，大力促进第三产业。黑龙江已成

为全国绿色食品生产加工和供给基地，航空航天、新

材料、高端装备、汽车制造、绿色食品、养老健康、现

代物流、高技术孵化等新优势产业也开始在全国崭

露头角。产业发展了，老百姓的口袋也鼓了。2018

年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分别为2010年的1.98倍和2.29

倍，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已基

本实现。

（作者系哈尔滨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
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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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龙江森工山河屯重点国有林管局凤凰山景区。 王振良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