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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版图上，黑龙江省“昂首”在祖国

东北。

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嫩江润泽

广袤黑土地，造就“中华大粮仓”；大、小

兴安岭绵延千里，茫茫林海筑起祖国北

方重要的绿色生态屏障；大庆油田、中

国一重、中车齐车集团、哈电集团等一

批“国字号”企业创造众多“中国第

一”，彰显出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

磅礴力量。

新中国成立以来，黑龙江凭借

丰富的粮食、石油、煤炭、木材等资

源，为国家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3000 多万黑

龙江儿女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

托，深入实施东北振兴战略，推进

“六个强省”建设，滚石上山、爬坡过

坎，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全面振

兴、全方位振兴取得新进展。

“十四五”时期是黑龙江振兴发

展的关键期。蓝图已经绘就，实干成

就未来。在建党百年之际，黑龙江正高

奏振兴提质进行曲，黑土地上呈现出新

时代的美好画卷。

从“北大荒”到“北大仓”

“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物

产丰饶的北大荒，书写着共和国农业发展的精

彩篇章。

从 1947年开始，一批来自延安等革命根据地

的“拓荒者”来到黑龙江，在渺无人烟的北大荒建立

农场。上世纪 50 年代，十万名解放军转业复员官兵

“转战”北大荒，“寓兵于农、屯垦戍边”。在党的坚强领

导下，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奋斗，“北大荒”变成“北大仓”。

进入新时代，黑龙江农业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粮

食产量实现“十七连丰”。2020 年，黑龙江省粮食总产

量达到 1508.2 亿斤，占全国 11.3%，商品粮占全国 1/8，

调出量占全国 1/3。粮食总产量、商品粮和调出量保持

全国第一，确保“中国饭碗”里装“中国粮食”，黑龙江维

护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地位更加突出。

北国春来气象新。5月的三江平原，一派春耕生产

忙碌景象。在我国北方优质粳稻主产区佳木斯市，水

稻秧苗正从温室大棚移栽到广阔稻田。“北斗导航、无

人驾驶插秧机、无人机喷洒农药、农田害虫监测预警等

一系列现代农业科技手段正得到推广应用，保证水稻

丰收。”佳木斯市桦川县玉成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总经

理赵德山说。

为了保护好黑土地这一“耕地中的大熊猫”，北大

荒集团建三江分公司在洪河、胜利农场建立黑土耕地

保护核心示范区 2 处，实施黑土耕地保护面积 500 万

亩，推广有机肥 225 万亩、侧深施肥 500 万亩。“农业要

振兴，就要插上科技的翅膀。我们要深入实施‘藏粮于

地、藏粮于技’战略，保障粮食产能，努力在‘十四五’期

间实现粮食生产总量 700 亿斤以上。”北大荒集团建三

江分公司党委书记柳毅说。

目前，黑龙江绿色、有机食品认证面积达 8513.7万

亩，比 2015 年增长 16.48%，占全国认证面积的 1/5。“十

四五”时期，黑龙江将加快建设农业强省，建成“绿色粮

仓、绿色菜园、绿色厨房”和国家重要的高品质乳肉禽

蛋制品加工基地，要让全国更多的消费者吃到黑龙江

的绿色有机食品。

老工业基地焕发“新青春”

“一五”期间，我国 156个重点工业项目中有多个在

东北战略布局，黑龙江成为老工业基地之一。

近年来，黑龙江通过扎实做好“三篇大文章”，抓实

“五头五尾”，实施“百千万”工程，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工业强省建设不断推进，振兴发展正当时。

“今年一季度，黑龙江省规上工业增速 13.9%，超过

预期 5.9 个百分点；连续 6 个月保持两位数以上增长。”

黑龙江省工信厅副厅长官英敏认为，这得益于黑龙江

以百大项目、工业双百工程项目和招商引资大项目为

重点，实行省市县三级包保机制，持续优化项目服务，

抓实项目开复工率、投资完成率和按期投产率，积攒了

工业经济发展后劲。

作为我国最北部的国家级新区，哈尔滨新区担负

着振兴老工业基地的重要使命，正着力构建产业新体

系、打造产业新生态。“十三五”期间，哈尔滨新区共引

进产业项目 337个，协议引资额达到 4270亿元。目前，

145个省市重点产业项目正加快建设，64个亿元以上产

业项目竣工投用，完成投资 834.7 亿元，高新技术企业

增至377家。

“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我们专门成立了招商集团，

加强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地交流合作，在日本、

韩国、俄罗斯等国家设立了招商代表处，瞄准世界和国

内 500 强企业，开展精准招商、以商引商和驻点招商。”

哈尔滨新区党工委委员甄长瑜表示，今年力争引进产

业项目100个以上，协议引资1000亿元以上。

新企业为黑龙江振兴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老

国企改革创新的步伐也在加快。

在齐齐哈尔，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走过了近 70

年的辉煌历史：为国民经济建设提供 500余万吨重大装

备、大型铸锻件和新材料，开发研制新产品 421项，填补

国内工业产品技术空白 475 项，创造了数百项“第一”。

作为我国重型装备制造的领军企业，中国一重实行“市

场化选聘，契约化管理，差异化薪酬，市场化退出”改

革，让“老国企”焕发出“新青春”。

“近 3 年，中国一重累计承担了国家重点科研任务

28项，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创新成果。例如，我们的核电

装备制造技术已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承担了全部‘华龙

一号’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制造任务。2020年，中国一重

净利润同比增长 94.3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67.19%，营

业收入同比增长 39.41%。”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刘明忠说。

“十三五”期间，黑龙江不断深化国企改革。截至

2020 年底，黑龙江省地方国有企业资产总额 1.63 万亿

元，同比增长 6.7%；实现营业收入 1412 亿元，同比增长

12.22%；实现利润 22.40亿元，实现扭亏为盈。农垦、森

工彻底打破政企合一体制，七大省级产业投资集团组

建，民营经济占到“半壁江山”，经济发展新动能正在加

速形成。

加快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

黑龙江是沿边开放大省。2019年8月，国务院正式

批复设立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涵盖哈尔滨、

黑河、绥芬河3个片区。黑龙江开启对外开放新篇章。

在哈尔滨，制度创新成果丰硕，落地复制上海等自

贸试验区改革试点经验 202项。促进产业集聚的“黄金

30条”、应对疫情稳增长的“温情 21条”、支持自贸区改

革创新的“新驱 25 条”等政策陆续出台实施，带动哈尔

滨片区市场主体数量大幅增长。截至 2020 年底，累计

新增企业 5622 家。万科中俄产业园、中俄农产品国际

交易中心落户哈尔滨片区，B 型保税物流中心启动

建设。

“我们要以对俄合作为主题融入国内国际双循

环。加快打造对俄金融结算中心，支持片区内企业对

俄贸易本币结算，吸引俄罗斯企业到哈尔滨投资兴

业。”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哈尔滨片区专职副

主任任海龙说。

在黑河，全国首创制发“数字联名边民卡”1.2万余

张，2020 年完成贸易交易 6016 吨，同比增长 124%。电

商网络直播基地和边民“互市贸易+跨境电商”创新发

展区建成并投入使用，2020 年电商交易额超 15 亿元。

正在推动“跨境电商综试平台”向数字贸易模式转型，

打造中俄数字贸易国际枢纽城市。黑龙江大桥、黑河

保税物流中心、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等对俄互联互通

基础设施建设快速推进，跨境互联互通不断提档升级，

黑河对外开放合作实现新跨越。

在牡丹江绥芬河，开通绥芬河至莫斯科“中俄直

列”，口岸货运始终保持高位运行，连续四年突破千万

吨。绥芬河片区在全国首次推行边民合作社组织形

式，率先拓展韩国、蒙古、白俄罗斯等 6 个互贸国家，不

仅成为全国开展互贸国家最多的片区，而且探索形成

了 189 项全国改革试点经验，形成了 40 项制度创新案

例，其中 19 项是黑龙江乃至全国首创成果，产业“苗圃

地”、改革“试验田”作用不断凸显。今年一季度，绥芬

河 片 区 外 贸 总 额 完 成 25.6 亿 元 ，呈 现 加 快 复 苏 的

局面。

“‘十四五’期间，黑龙江要深度融入‘一带一路’，

同俄远东地区开展合作对接，推进中蒙俄经济走廊建

设，增强战略互信、经贸合作、人文交流，建设对俄合作

的桥头堡和枢纽站，加快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推动更

高水平对外开放。”黑龙江省商务厅负责人说。

当前，黑龙江正处于滚石上山、爬坡过坎的关

键期。3000 多万黑龙江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

处使，加快推动黑龙江实现全面振兴、全方位振

兴。黑土地上正吹响振兴发展的号角，迸发出澎

湃的前进动力。

前进动力来自于思想认识大解放。没有思想

大解放，就不会有改革大突破，引进发达地区先进

的思想理念成为突破口。如今，黑龙江和广东“结

对子”，哈尔滨和深圳共建深圳（哈尔滨）产业园，

在冰天雪地里演绎“春天的故事”。个人所得税超

过应纳税所得额 15%部分全额返还、招投标评定

分离、创新型产业用地、企业服务中心等创新做法

陆续落地。“带土移植”深圳改革开放经验做法，

“能复制皆复制、宜创新即创新”，是黑龙江振兴发

展的一条重要方法论。

前进动力来自于改革创新不停步。市场化程

度不高、体制机制不活是制约黑龙江振兴发展的

症结所在。黑龙江通过深化国资国企改革，龙煤、

农垦、森工三大集团改革实现重大突破，省级 7大

产业投资集团实现重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正在

显现。通过市场化选聘经理层，推行市场化运行

机制，管理者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增

能减，激活了企业员工干事创业的热情，“等靠要”

少了、“比学超”多了。老工业基地正迎来市场化

深度改革的春风，体制机制活了、员工干劲足了、

发展后劲有了。

前进动力来自于营商环境大改善。“投资不过

山海关”的偏见正被“投资争过山海关”的现实取

代。数据显示，“十三五三五””期间期间，，9191 个国家和地区个国家和地区

的外商在黑龙江设立投资项目的外商在黑龙江设立投资项目，，5252 家世界家世界 500500 强强

企业投资企业投资 120120个项目个项目。。黑龙江引进省外投资项目黑龙江引进省外投资项目

累计累计 11..33 万余项万余项，，实际利用省外资金累计实际利用省外资金累计 11..66 万亿万亿

元元，，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产业结构不断优化。。这些成绩的背后是黑龙这些成绩的背后是黑龙

江营商环境的不断改善江营商环境的不断改善。。黑龙江推行黑龙江推行““一枚印章一枚印章

管审批管审批””，，有效破解了行政审批中有效破解了行政审批中““部门多部门多、、盖章盖章

多多、、材料多材料多、、环节多环节多、、周期长周期长””等问题等问题，，实现让办事实现让办事

群众少跑路群众少跑路，，为各类市场主体减负担为各类市场主体减负担，，为公平营商为公平营商

创条件创条件，，为群众办事生活增便利为群众办事生活增便利。。

前进动力来自于项目建设不懈怠前进动力来自于项目建设不懈怠。。落地项目落地项目

不多不多、、产业发展慢一度制约了黑龙江经济社会发产业发展慢一度制约了黑龙江经济社会发

展展。。从从 20192019年开始年开始，，黑龙江提出实施黑龙江提出实施““百千万百千万””工工

程程，，加快培育打造一批百亿元级企业加快培育打造一批百亿元级企业、、千亿元级产千亿元级产

业和园区业和园区、、万亿元级产业集群万亿元级产业集群。。黑龙江各地在黑龙江各地在““百百

大项目大项目””建设上持续发力建设上持续发力，，实现招商项目早落地实现招商项目早落地、、

落地项目早开工落地项目早开工、、开工项目快建设开工项目快建设、、竣工项目快达竣工项目快达

产产。。改造升级改造升级““老字号老字号””、、深度开发深度开发““原字号原字号””、、培育培育

壮大壮大““新字号新字号””，，扎实做好扎实做好““三篇大文章三篇大文章””，，黑龙江新黑龙江新

旧动能加快转换旧动能加快转换，，正在形成多点支撑正在形成多点支撑、、多业并举多业并举、、

多元发展产业新格局多元发展产业新格局。。

当然当然，，黑龙江与其他地区相比还存在不小的黑龙江与其他地区相比还存在不小的

差距差距。。经济总量不大经济总量不大、、发展速度不快发展速度不快、、发展质量不发展质量不

优优、、内生动力不足问题有待加快解决内生动力不足问题有待加快解决。。立足新发立足新发

展阶段展阶段，，黑龙江振兴之路关键在于认真贯彻新发黑龙江振兴之路关键在于认真贯彻新发

展理念展理念，，努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努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十四五十四五””期间期间，，黑黑

龙江聚焦龙江聚焦““十个新突破十个新突破””主要目标主要目标，，大力推进大力推进““六个六个

强省强省””建设建设，，凝心聚力凝心聚力、、奋发有为奋发有为，，正奋力谱写振兴正奋力谱写振兴

发展的新篇章发展的新篇章。。

黑 土 地 迸 发 澎 湃 动 力
吴 浩

黑龙江推进农业强省、工业强省建设，加快对外开放步伐

高 奏 振 兴 提 质 进 行 曲
本报记者 吴 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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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 大庆油田大庆油田 12051205 钻井队钻井工人在野钻井队钻井工人在野

外钻井平台作业外钻井平台作业。。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王王 松松摄摄

图图②② 退耕后的黑龙江三环泡湿地退耕后的黑龙江三环泡湿地。。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图图③③ 在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在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

内内，，工人在进行生产作业工人在进行生产作业。。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王建威王建威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