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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林晖 丁小溪 黄玥 王子铭

仲夏时节，在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百
年华诞的喜庆时刻，一座庄重大气的红色
新地标——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在首
都北京正式开馆。

三年多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亲切关怀指导下，各参建单位和有
关方面艰苦奋战、顽强拼搏，协同攻关、精
益求精，共同完成了这座展示中国共产党
奋斗历史的精神殿堂。

从此，我们党有了永久性、综合性的
党史展览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不懈
奋斗史、不怕牺牲史、理论探索史、为民造
福史、自身建设史在此浓缩定格，启迪当
下，昭示未来。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
坚。从党史中汲取不竭力量，百年大党初
心如磐、使命在肩，昂首奋进崭新征程。

谋深虑远——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作出建设中国共产党
历史展览馆重大决策

每一座红色场馆，都是一段浓缩的历
史、一份精神的传承。

从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到江西于都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从贵州遵义会
议纪念馆到北京香山革命纪念地……遍
布全国各地的红色场馆，串联起百年大党
的光辉历程，镌刻下革命精神的鲜明标
识。

河北西柏坡、山东临沂、福建古田、陕
西延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
记在各地调研考察期间，多次赴革命纪念
馆参观，重温党的初心使命，引领全党全
社会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
科书。我们党即将迎来百年华诞，如何更

好地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把党的
成功经验传承好、发扬好？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在思索谋划。

此前，在一些重大历史节点，我们依
托已有的博物馆、展览馆，组织策划重大
主题展览，起到展示伟大成就、凝聚党心
民意的重要作用。同时，在我们党的历史
上，还没有一座以党史为主线、全景式展
示党矢志不渝奋斗之路的永久性展馆。

党的十九大闭幕后不久，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重大决策：建设中
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

“展览馆建设要同中国共产党的精神
相吻合，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
历史和其中蕴含的伟大奋斗精神，反映中
国共产党人筚路蓝缕、顽强奋斗的伟大历
程”；

“要充分发挥展示、纪念、宣传、教育、
研究等综合功能”；

“要着眼于教育年轻人，讲好中国共

产党故事”；
……
习近平总书记对展馆建设工作高度

重视，亲自谋划、亲切关怀，多次听取工作
汇报，作出重要指示，深刻指明展览馆的
意义和定位、功能和作用、内容和形式，为
工程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应该建在哪
里比较合适？

在对地理位置、场馆高度、周边环境
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后，位于北京奥林匹
克公园龙形水系旁的一块预留文化用地，
进入选址视野——

这里位于北京奥林匹克公园，既是城
市重点功能区，又与古都北京壮美的中轴
线遥相呼应。中国科技馆、中国工艺美术
馆、中国历史研究院等国家级文化设施比
邻左右，文化氛围浓郁。

确定了展览馆选址后，一系列工作紧
锣密鼓向前推进。 （下转第四版）

青 史 如 鉴 耀 千 秋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中国共产党历史

展览馆建设纪实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曹忠义）18日，空军党委在人民空军
东北老航校牡丹江旧址举行庆祝建
党百年专题党日活动。空军司令员
丁来杭，空军政治委员于忠福，省委
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伟出席
活动。

牡丹江是人民空军起飞地。当
日，丁来杭、于忠福、张庆伟等军地领
导来到牡丹江海浪机场“启航广场”，
向人民空军东北老航校前辈致敬。于
忠福、张庆伟致辞。

于忠福在致辞中说，建党百年之
际，空军党委常委回到党孕育雏鹰的
东北老航校牡丹江旧址，感悟党恩之
深、体悟创业之艰、领悟使命之重，镌
刻“人民空军党缔造，人民空军忠于
党”的蓝天忠魂。我们要永志不忘党
缔造人民空军的高瞻远瞩，悉心领会
党关怀人民空军的厚重承载，深刻铭
记党领导人民空军的光辉成就，坚决
实现党建设人民空军的宏伟目标。黑
龙江省在打造拥军体系、支持演训任
务、保障部队建设、深化国防教育等方
面做了大量工作，空军党委和广大官
兵对黑龙江省各级党委、政府和全省
人民致以诚挚敬意。

张庆伟对空军党委在党史学习教
育中到黑龙江举行专题党日活动表示
欢迎，对空军建设取得的举世瞩目成
就致以敬意，对空军和空军驻黑部队
长期以来为黑龙江经济社会发展作
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他指出，人民
空军东北老航校作为人民空军的

“摇篮”，是我党我军创办的第一所
航空学校，是人民空军的初心之地、
启航之地。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
要持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强军思
想，大力弘扬军爱民、民拥军光荣传
统，巩固和发展军政军民团结，共同
谱写新时代军地共建的绚丽篇章。
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将全力支持国防
和军队建设改革，积极解决部队和
官兵实际困难，进一步加大服务保障
力度，以实际行动续写人民空军与白
山黑水的深情厚谊。

军地领导还参观了老航校旧址展
陈中心、老航校旧址，观看了《党的光
辉映蓝天》主题情景剧。

北部战区空军司令员许学强主持
活动。有关军地领导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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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付宇

19日，是传统意义上哈尔滨国际经
济贸易洽谈会闭幕的日子，虽然历时5天
的线上线下活动圆满结束，但省贸促会
搭建的沉浸式线上虚拟场馆，提供的易
会展APP平台，还将继续全时段、全方位
展示商品，展示招商引资项目，继续提供
优质的服务，打造“永不落幕”的哈洽会。

据省贸促会会长王英春介绍，截至
18日24时，本届哈洽会共有来自40个国
家和地区的634万人次云上观展，累计举
办各种线上招商引资、采购推介活动 14
场次，线上参与活动132万人次。本届哈
洽会首次实现了云签约，截至目前不完

全统计，共签约27个项目，签约金额共计
120亿元人民币。随着线上展会的持续，
有关统计数据还会随之增长。这是记者
在19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第三十一届
哈洽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的。

云聚哈洽 经贸合作再加深
本届哈洽会线上虚拟展厅总面积约

3 万平方米，是目前世界会展业采用
U3D技术搭建虚拟展厅面积较大的展会
之一。线上搭建了九大数字展厅共计31
个数字展区，吸引来自俄罗斯、阿塞拜
疆、日本等 28个国家和地区，国内 26个
省区市和省内 13个市地的 1793家企业
参展，展出高端装备、智能制造、新材料

等59大类5750种产品。

科技赋能 数字哈洽再创新
本届哈洽会采用光影捕捉、全息投

影等多种新技术，注入多媒体互动和数
字创意，突破传统视觉传播方式，营造
出新鲜有趣的云游体验，“云”集高端企
业资源。俄罗斯乌里扬诺夫斯克州工
业和企业发展集团、韩国济州航空、中
国一重等 40家国内外大型知名企业云
上展出科技项目、5G应用、智能制造和
高端技术；本届哈洽会“云会议”功能被
多场景应用，多项活动步入云端。龙台
农业及绿色食品产业云上交流对接会、
全省农业和农产品加工项目招商推介

专场、第二届仲裁国际法律服务论坛、
首届中国（黑龙江）-俄罗斯经贸合作暨
黑龙江省农投集团全球招商云洽会都
在云端直播。

对外开放 机遇共享再加强
本届哈洽会首次设立了主宾国、主

宾市、主宾州、主宾企业等主题展区。主
宾国—阿塞拜疆共和国带来了 22家企
业，主宾市—厦门市共有 30 家企业参
展，主宾州—俄罗斯萨哈（雅库特）共和
国共组织 47家企业参展，主宾企业—中
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展示了最新 5G终
端产品和智能制造、云视频、智慧交通等
技术。

来自第三十一届哈洽会新闻发布会的报道

首次实现云签约 金额 亿元

本报19日讯（徐宝德 黑龙江日
报全媒体记者谭迎春）19日，省防指
下发通知，自19日17时起，全省启动
防汛Ⅳ级应急响应。

根据当前雨水情，结合松辽委水
文局分析预测结果，预计黑龙江干流
漠河站（漠河市北极乡北极村）将于
21日凌晨出现洪峰，洪峰水位 98.7
米，超警戒水位（96.5米）2.2米，低于
保证水位（99.1米）0.4米，洪水量级约
17年一遇。黑龙江干流开库康站（塔
河县开库康乡）22日晚出现洪峰，洪

峰水位99.2米上下，超警戒水位（96.5
米）2.7米，超保证水位（97.8米）1.4
米，洪水量级约25年一遇。

依据《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黑龙江省防汛应急预案等
3 部应急预案的通知》（黑政办规
〔2020〕16号）有关规定，经省防指领
导同意，省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
于2021年6月19日17时启动防汛Ⅳ
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市（地）政府和省
防指成员单位按照预案规定做好相
关工作。

我省启动防汛Ⅳ级应急响应

本报19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
体记者薛婧 李爱民 孙铭阳）19日8
时35分，3台长13.5米、身披印有“唐
山建华集团石墨烯产业搬迁落户哈
尔滨新区”等字样红色条幅的大货
车，稳稳驶入位于哈尔滨新区的龙江
碳谷国际合作智慧产业园。

这 3台大货车，17日从唐山高新
区公司总部出发，星夜兼程，跨过山海
关，途经辽宁、吉林，行程千余公里，一
路北上。“车上装的是国内首条百吨级
高品质低成本石墨烯生产线相关设
备，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唐山建华
实业集团董事长孟英说，此次搬迁也
是一次技改，预计10月份投产后，将建
成国内首条300吨级高品质低成本石
墨烯生产线。

据悉，唐山建华实业集团是京津
冀石墨烯龙头企业，石墨烯产业发展

实力居于全国同行业前列，目前已形
成 30多项发明专利及 100多项非专
利性专有技术。

将唐山建华实业集团石墨烯产
业板块所有设备搬迁过来，大约需要
百余台 13.5米长的大货车。19日是
首批，目前，该集团总部仍在陆续装
车，预计6月底前完成全部设备转运。

此次大规模“乔迁”，原因何在？
孟英说，黑龙江石墨矿产资源丰富、
储量大且品位高，这让他在 2019年
便萌生落子龙江的想法。更坚定他
这一想法的是，黑龙江将石墨产业列
入工业强省战略重点发展的15个千
亿级产业之一，并作为省级链长制的
7条重点产业链之一，这让专注于石
墨烯研发及生产的孟英，看到了石墨
产业在龙江发展的美好未来。

（下转第四版）

千亿产业链前景无限，京津冀龙头企业落户哈尔滨

跨过山海关 “烯”望在龙江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董新英

“去年 14 个经营主体加入联合社，
今年新加入 10 个。”杜亚东任理事长的
兰西县瑞丰玉米种植专业合作社从
2017年为农户开展农业生产托管服务，
2020年，他任理事长成立兰西县裕农谷
物种植专业合作社联合社，今年发展成
员单位 24个。

“成立联合社是为了提高大家共同

面对风险的能力，加入风险互助基金保
障计划。”1980 年出生的杜亚东是最早
试水农业生产托管的人。

从 兰 西 县 开 始 ，绥 化 市 10 个 县
（市、区）农业生产托管服务由点及面，
不断延展。2020年 12月，绥化市被确定
为全省整市推进农业生产托管服务试
点市，全市已落实面积 1124.5万亩，其中
全程托管面积 526.1 万亩。落实整乡
（镇）推进 27个、整村推进 145个、大型农

业托管服务主体 1948个，服务被托管农
户 23.1万户。

从“兰西模式”起步 超 23万
户农户选择“田管家”

“身体不好，家里的地想种自己也种
不了，托管出去省心，收成还比原来好。
合作社还给垫付农资，等秋天粮食卖了
再还账。”兰西县兰河乡长红村脱贫户李
景坤说，把地托管出去，省心还高产。

杜亚东试水农业生产托管是从兰河
乡起步的。“其实是被逼出来的，面对土
地流转的资金压力和种植风险压力，还
有整修机器等投入，托管是合作社迅速
扩大经营规模的探索之举。”杜亚东说，
从 2017年托管 8000亩土地，今年已经发
展到辐射 6个乡镇近 10万亩托管面积，
辐射农户 1250 户。“现在是供需平衡状
态，合作社现有经纪人 108人，整合农机
具 223台套，无人机 5架。（下转第四版）

看“田管家”全链条式管“田”
绥化市全域试点农业生产托管服务透视

现场直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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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车少花钱！
哈市道里区800万元
汽车促消费补贴来啦

快来领票！
哈尔滨地铁2号线

“观光专列”24日出发

本报19日讯（闫捍江 黑龙江日
报全媒体记者张磊）19日，大兴安岭
启动防汛预案Ⅲ级应急响应及部分
县、区启动防汛预案Ⅱ级应急响应，
目前，全区各地各部门正加强防汛
组织领导，强化应急准备，合力防汛
抗洪。

面对严峻的防汛救灾形势，大
兴安岭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闻

“汛”而动，在林碧公路宏伟至呼中
路段，三处洪水冲过公路，在公路上
形成 40厘米的湍急河流。交通、森
防职工们用沙袋垒砌堤坝，争取公
路尽快实现畅通。

6月 18日至 19日，因连降暴雨，

大兴安岭呼中区呼玛河段水位不断
上涨，碧水镇、呼源镇、呼中镇、宏伟
镇相继出现险情。截至6月19日，呼
中区共投入 1500余名干部职工，钩
机、装载机、翻斗车等大型机械 60
台，转移群众 12户 19人，抢险 7处。
目前，洪峰仍未全部从呼中区通过，
呼中区正上下一心，全力做好抗击
险情和灾害的预防工作。

为确保万无一失，大兴安岭对
基础设施、道路、水利设施、水利工
程进行全面排查，做好险工弱段抢
险加固工作，还全力以赴做好山洪
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各项防御工
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大兴安岭合力防汛抗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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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张晓松 林晖

金色的阳光洒向中国共产党历史
展览馆。序厅内，巨幅长城主题漆画铺
展开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壮阔图景，
与同样是大红色调的花岗岩地面交相
辉映。

6 月 18 日下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

领导同志来到这座刚刚落成的宏伟建
筑，参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共
产党历史展览”，感悟党的百年奋斗之
路。

这座总建筑面积 14.7万平方米的党
史展览馆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决策、
亲自批准建设的，这次党史展也是在习
近平总书记亲自关心下举办的。

就在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百年华
诞之际，我们党拥有了一座永久性、综
合性的党史展览馆，同时首次全方位、
全过程、全景式、史诗般展现了波澜壮
阔的百年历程。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
弥坚。

(下转第四版)

从党的奋斗历史中汲取前进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参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共

产党历史展览”、带领党员领导同志重温入党誓词侧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