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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北大
荒博物馆，有一幅版画，题为《第一道
脚印》。画面里，乌云低沉，垦荒勘测
队的几位战士扛着设备，拄着木棍，行
进在茫茫雪原，身后留下一行行脚印。

这里，曾是苦寒蛮荒之地。北大荒
的拓荒史，始于先驱者的第一道脚印。

挺进！挺进！向荒原挺进！

挺进，向亘古荒原开战
今年91岁的老党员王在邦，曾作

为一名解放军战士参加 1949 年开国
大典阅兵式。第二年，他跨过鸭绿江，
入朝作战。1958年4月，王在邦带着
妻子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来到黑龙
江边陲小城密山，开发北大荒。

和王在邦一样的几万名复转官
兵，当年吹响了开发北大荒的“集结
号”，10 万名官兵扛着红旗，挑着行
李，穿过山林，越过沼泽，直插北大荒
腹地。

时间回溯到1954年6月，王震将
军来到黑龙江省汤原县，看望正在施
工的铁道兵战士。当看到官兵们垦荒
收获的粮食、蔬菜后，王震有了把大批
复转军人留在黑龙江“办农场，为国家
多产粮食”的想法。

王震将军找到当时的铁道兵副师
长余友清，在谈话后的第二天，余友清就
背了一个小包，带了一个警卫员去踏
查。他们在蒿草丛生、野狼出没、沼泽遍
布的北大荒腹地，长途跋涉，风餐露宿。

1955 年 1 月，铁道兵部队的第一
个农场——八五〇农场成立。

短短两年时间，铁道兵多个师的
复转官兵1.7万多人挥师北上，先后创
建了八五二、八五三、八五四等 12 个
八字头农场。

八五〇农场的建设，为复转官兵
开发北大荒提供了经验，一批又一批
官兵向荒原发起集团式进军。1958
年，北大荒迎来开发高潮，当年 10 万

复转官兵挺进北大荒。

开发，向广袤黑土地要粮
八五〇农场第一管理区第一作业

站——王震将军点燃第一把荒火的地
方，当时这里一片沼泽，野兽出没，风
雪肆虐，荒草齐腰高。

在北大荒开发建设纪念馆，摆放
着当年使用的犁具、锄头。该馆馆长
丁军说，当时没有农具，复转官兵就从
日寇遗留的地下工事里捡来炮弹皮、
废铜烂铁等，自制农具。

1955年5月，大地解冻，官兵们迎
来了建场的第一个春天。一些低洼地
还有冰碴，牲口在里面抬不起蹄，一步
一趔趄。余友清提出人拉犁，年近半
百的他跳进泥浆里，带头拉犁开荒。

两天下来，余友清感到用50人拉
一台犁，效率太低，他改装犁具，改进
拉犁方式，用20人拉，后来改为12人
或8人拉。就这样，开荒早期，靠人拉
犁唤醒了沉睡千年的黑土地。

在余友清带领下，官兵们第一年
就开出了14.45万亩荒地，做到了“当
年开荒、当年生产、当年收益”。

王在邦回忆起当时的生产场景，
那真是“早起三点半，地里三顿饭，晚
上看不见，锁头把门，烟囱站岗”。

如今，在王震将军点燃第一把荒
火的地方，当地建起了纪念雕塑。八
五〇农场场长王洪斌说，这个地方如
今建成了全国水稻绿色高质高效创建
示范区，粮食亩产从当年的 100 多斤
提高到1200多斤。

2020年，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
司粮食播种面积4330万亩，粮食调出
量 405.5 亿斤，占全国 20%，北大荒成
了名副其实的“中华大粮仓”。

改革，打造“农业领域航母”
北大荒不仅为祖国生产粮食，

还缔造了“艰苦奋斗、勇于开拓、顾
全大局、无私奉献”的北大荒精神。
新时代，北大荒在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和农垦改革中，发挥着引领
示范作用。

北大荒立足现代农业，努力打造
“农业领域航母”的同时，一场深化农
垦改革的战役也在攻坚。2015年底，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推
进农垦改革发展的意见》，北大荒迎来
转型发展新契机。

去年底，黑龙江农垦改革收官。
北大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守聪
说，经过5年的“钢牙啃硬骨头”，黑龙
江垦区集团化、农场企业化改革主体
工程全面完成，实现了政企分开、事企
分开、社企分开目标。

体制机制改革的红利正加速释
放。2020年，北大荒集团实现利润总
额13.1亿元，比上年增长329.4%。“北
大荒”品牌价值突破千亿元，并进入

“世界品牌500强”行列。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北大荒再出发。
亘古黑土地，焕发出勃勃生机。

记者 李凤双 王春雨 王建 黄腾
据新华社哈尔滨3月17日电

是谁，唤醒沉睡千年的黑土地
——十万官兵决战北大荒

新华社北京3月17日电（记者
安蓓 戴小河） 国家发展改革委
17 日称，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
变化情况，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
成机制，自2021 年3月17 日24 时
起，国内汽油、柴油价格每吨分别
提高235元和230元。

这是2020年11月19日以来连
续九次上调。此次调价折合每升
上调不到2角。按50升的油箱容
量计算，加满一箱油多花约9元。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
表示，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大
公司要组织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

确保市场稳定供应，严格执行国家
价格政策。各地相关部门要加大
市场监督检查力度，严厉查处不执
行国家价格政策的行为，维护正常
市场秩序。消费者可通过 12315
平台举报价格违法行为。

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内，国际
市场原油价格震荡上涨。国家发
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预测，主要
石油生产国维持减产政策不变，对
国际油价产生托底作用，但当前扰
动国际原油市场的不稳定因素较
多，预计短期内国际油价仍将呈震
荡运行态势。

汽油、柴油价格“九连涨”

据新华社北京 3月 17日电
3月17日，国务院在中南海举行宪
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监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
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
2020 年 9 月至 2021 年 3 月国务院
任命的29个部门和单位的36名负
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

上午 11 时许，国务委员兼国
务院秘书长肖捷宣布宪法宣誓仪
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歌。随后，领誓人手抚宪
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在后方
列队站立，跟诵誓词。

宣誓后，李克强希望大家以
责履誓、以行践诺。他要求，要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依宪施政、依法
行政。一要严格依法履职，把尊
法学法守法用法化为自觉行动，
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
式推动工作的能力，推进法治政
府建设。二要倾心为民造福，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围绕
市场主体和民生急需制定实施各
项政策，为市场主体纾困助力，更
好解决民生痛点难点问题。三要
奋力实干担当，善用改革开放的思
路和办法，秉持务实精神和作风，
竭力勤勉任事，持续攻坚克难，不
断创造人民满意的新业绩。四要
守牢清廉底线，明纪自守、怀德自
重，节用裕民、清白做事。不负党
和人民重托，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
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不懈奋斗。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李克强总理监誓

北大荒第一代垦荒人、八五〇农场离休干部王在邦敬军礼。 新华社记者 王建威 摄

（上接第一版）要坚持系统思维、全
局观念，遵循发展规律办事，处理
好发展和安全、当前与长远、一域
与全局等关系，推动经济行稳致
远、社会安定和谐。

化蓝图为现实，干部作风至关
重要。作风好不好，关键看干事实
不实。要扭住问题不放松，针对阻
碍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群众反
映强烈的痛点难点问题，敢于动真

碰硬、攻坚克难，接“烫手的山芋”、
挑“最重的担子”，当好改革发展的
促进派和实干家。征途漫漫，惟有
奋斗。广大党员干部发扬为民服
务孺子牛、创新发展拓荒牛、艰苦
奋斗老黄牛的精神，团结带领人民
群众开拓进取、奋发有为，定能开
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交出无愧于
时代和人民的新答卷。

新华社北京3月17日电

在真抓实干中化蓝图为现实

3月17日，迁安市杨店子街道办事处高引铺村“绣娘手工坊”合作社
的社员在织土布。

近年来，河北省迁安市杨店子街道办事处高引铺村为促进当地妇女
就业创业，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使用传统方法纺织土布，制作
床上用品、箱包等手工布艺品，助力乡村振兴。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 摄

传统纺织土布 助力乡村振兴

据新华社北京3月17日电（记者
张骁）记者17日从北京市交通部门
获悉，3条从北京四惠长途客运站至
河北廊坊“北三县”通勤的省际客运
班线已经获批。这是北京提出鼓励
京冀、京津地区间开展省际定制客
运服务后，首批准予许可的京冀间
省际客运班线。

这3条班线为北京银建运输有
限公司大厂、三河和香河道路客运
班线，发车点均位于北京四惠长途
客运站，终到地分别为：三河汽车
站、大厂汽车站、香河汽车站。日发
班次下限均为1班，企业可视情况增
加日发班次。

据悉，此前北京市区与“北三

县”间没有道路客运班线。同时，
“北三县”进京公交线路在燕郊地
区较少，大厂仅有 822、910 两条主
要进京公交通勤线路，三河仅有
930 一条进京公交通勤线路，香河
仅有 810、938 等进京公交通勤线
路，部分“跨省通勤族”进京方式选
择受限。

京冀间首批省际客运班线获批

3月17日，BLCP500型本邻两线长轨铺设机组进行机械化跨线铺轨
作业。

记者从渝万铁路有限责任公司获悉，3月17日，“走单线铺双线”的施
工技术在郑万高铁重庆段铺轨作业现场正式投入运用。这一技术填补了
我国高铁机械化跨线铺轨作业技术空白。

据了解，这次郑万高铁重庆段铺轨，首次运用了BLCP500型本邻两
线长轨铺设机组，在第一条线路铺设完成、不需要中转的情况下，对邻线
进行长轨铺设，省去了换线铺轨牵引车折返时间，减少了调车作业的次
数，铺轨准备时间减少约50%，大幅提升了铺轨作业效率。

新华社记者 唐 奕 摄

跨线铺轨技术
在郑万高铁重庆段正式运用

据新华社北京3月17日电（记者
李延霞） 记者 17 日从中国银保监会
获悉，银保监会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
通知，规范大学生互联网消费贷款，明
确小额贷款公司不得向大学生发放互
联网消费贷款。

《关于进一步规范大学生互联网
消费贷款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指出，
近期，部分小额贷款公司以大学校园
为目标，通过和科技公司合作等方式
进行诱导性营销，发放针对在校大学
生的互联网消费贷款，引诱大学生过
度超前消费，引起恶劣的社会影响。

通知明确，小额贷款公司要加强
贷款客户身份的核验，不得将大学生
设定为互联网消费贷款的目标客户群
体，不得针对大学生群体精准营销，不
得向大学生发放互联网消费贷款。

通知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强大
学生互联网消费贷款风险管理，严格
落实大学生第二还款来源，规范催收
行为，加强个人信息保护，所有大学生
互联网消费贷款信贷信息都要及时、
完整、准确报送至金融信用信息基础
数据库。

国家禁止小贷公司向大
学生放互联网消费贷款

新华社北京3月17日电（记者
于佳欣）据商务部17日消息，第129
届广交会将于4月15日至24日继续
在网上举办，展期10天。这是自疫
情发生以来，广交会第三次完全“上
云”。

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2020 年
第127届广交会首次完全在网上举
办，随后第128届广交会继续整体搬
上“云端”。两次广交会官网均吸引
超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注册
观展。

商务部表示，当前形势下，继续

在网上举办广交会，有利于巩固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进一
步发挥广交会全方位对外开放平台
作用，维护外贸产业链、供应链畅通
运转。

据悉，本届广交会展览题材与
上届保持基本一致，出口展按16大
类商品设 50 个展区，进口展设 6 大
题材，所有展区自开幕之日起同时
上线。本届广交会还专设“乡村振
兴”专区，以帮助脱贫地区企业开拓
国际市场。

在总结前两届线上办展经验基

础上，本届广交会将进一步优化平
台功能，提升用户体验，便利展客商
成交。为进一步助企纾困，本届广
交会还将继续免收企业参展费用，
也不向参与同步活动的跨境电商平
台收取任何费用。

“云上”举办，魅力不减。前两
次广交会期间，线上注册参展的采
购商来源地连续创新高，上一届广
交会官网累计访问量5117万次。“云
上”广交会的举办，推动了一大批外
贸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以及创新
研发和品牌培育的步伐。

再次“云”上约 第129届广交会将于4月中下旬举办

图为3月17日在四川省南充
市顺庆区搬罾街道拍摄的顺庆区
第二污水处理厂，远处就是嘉陵
江（无人机照片）。

近期，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
第二污水处理厂项目一期投入试
运营，目前可满足周边乡镇 5 万
人的生活污水处理需求。

据承建方中建四局项目负责
人介绍，该污水处理厂采用“地埋
式”设计，将污水处理层及操作层
埋入地下，地上建造水元素主题
公园，可满足附近居民休闲娱乐
需求，进一步推动嘉陵江流域水
环境治理和美丽乡村建设。

新华社记者 王 曦 摄

“花园式”污水处理厂助力水环境综合治理

据新华社北京3月17日电（记者
王雨萧）记者17日从商务部了解到，
随着我国经济形势稳定向好，2020年
汽车后市场消费持续复苏，初步估算，
全年汽车后市场消费规模超 1 万亿
元，有力拉动了汽车消费。

汽车后市场是指已售汽车使用过
程中产生的交易或服务活动。商务部
相关负责人表示，2020年我国二手车
交易量有序回升，汽车改装、报废机动
车回收稳定增长，共享出行、充电设施
快速发展。

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统计，2020
年全年，二手车交易量1434.1万辆，同
比下降3.9%，降幅比2020年上半年收
窄15.7个百分点；交易额8888.4亿元，
同比下降5.0%，降幅比2020年上半年
收窄16.7个百分点。此外，据商务部
统计，2020 年全年，报废机动车回收
拆解数量239.8万辆，同比增长4.5%。

去年我国汽车后市场
消费规模超万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