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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哈尔滨 5 月 25 日电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时强调，振兴东
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是国家的一个重大战略。老工业基地要
抢抓机遇、奋发有为，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化改革开放，优化发
展环境，激发创新活力，扬长避短、扬长克短、扬长补短，闯出
一条新形势下老工业基地振兴发展新路。

五月的龙江大地，山清水秀，林茂草绿。5 月 23 日至 25
日，习近平在黑龙江省委书记王宪魁、省长陆昊陪同下，来到
伊春市、抚远市、佳木斯市、哈尔滨市等地，深入农村、企业、林
场、科研单位，就贯彻落实“十三五”规划纲要、推动东北地区
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发展进行考察调研。

黑龙江是全国重点林区。林区经济转型发展怎么样，林区
生态保护怎么样，林场职工生活怎么样，习近平一直牵挂于
心。23 日上午，习近平一到伊春，就前往该市生态经济开发区
规划展示厅，听取开发区规划建设情况介绍，了解林区全面停
伐后产业接续发展情况，察看红松籽、黑木耳、蓝莓酒、根雕等
生态产品展示，询问相关企业生产经营、林场职工就业等情
况。习近平指出，过去林场为国家建设提供木材是为国家作贡
献，现在林区全面停伐、保护和建设生态环境同样是为国家作
贡献。保护生态环境的意义是战略性的。林区经济转型发展是
一项艰巨任务，要广开思路、多策并举。

23 日下午，习近平来到上甘岭林业局溪水国家森林公园
视察。他沿栈道察看原始红松林等珍贵乔木，听取林区生态文
明建设情况介绍，叮嘱林场工作人员一定要把森林资源保护
好。随后，习近平看望了林场职工。在刘养顺家里，他察看住房

和生活情况，同一家人谈林场发展史、算收入支出账。在同一
家人及其邻居们座谈时，他一一询问林区停伐后他们主要做
什么、收入来源有哪些，日常生活和就业、上学等还有哪些困
难。他说，看到林场职工生活不断改善，很高兴、很踏实。林区
经济转型发展会面临一些暂时困难，党委和政府一定会关心，
让大家日子越过越好，大家也要自力更生，多找新的门路。离
开时，闻讯前来的林场职工齐声向总书记问好，习近平向他们
致以亲切问候。

之后，习近平又乘车来到友好林业局万亩蓝莓产业园，听
取产业园规划建设和生产经营情况介绍，察看蓝莓及相关加
工产品展示，到蓝莓种植大棚同技术人员交流。习近平对企业
因地制宜发展蓝莓产业、通过精深加工增加产品附加值、吸纳
林场职工就业的做法表示肯定，勉励他们再接再厉。他指出，
发展林下经济一定要注意研究市场，突出多种经营，防止一哄
而上、产销失衡。

地处我国陆地最东端、与俄罗斯隔江相望的抚远市，素有
“华夏东极”、“东方第一县”之称。24 日上午，习近平来到该市
的玖成水稻种植合作社，察看机械插秧，了解合作社智能催芽
和箱式快速育秧等技术流程，向农民和技术人员询问水稻先
进种植模式和科学田间管理经验，并饶有兴致登上一台插秧
机体验操作。他指出，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带动农户增加收入、
发展现代农业的有效组织形式，要总结推广先进经验，把合作
社进一步办好。习近平强调，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
础，要创新粮食生产经营模式，优化生产技术措施，落实各项
扶持政策，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着力提高粮食生产效益。

之后，习近平来到黑瞎子岛，登上东极宝塔塔基平台视察
黑瞎子岛和黑龙江、乌苏里江概貌。他指出，黑瞎子岛重在生
态保护，在保护基础上建设一些基本的基础设施和发展旅游。
习近平希望黑龙江响应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参与“中蒙俄经
济走廊”建设，积极扩大对外开放。

24 日下午，习近平冒雨来到同江市八岔赫哲族乡八岔村，
首先到村活动中心，听取村里建设和工作介绍，重点了解 2013
年 8 月该村遭受特大洪灾后重建情况。村党支部书记尤明国告
诉总书记，特大洪灾使全村家园被毁，在党和政府关怀帮助下，
很快战胜灾害，家家住上了新房子，生产生活有了新发展，收入
水平有了新提高。习近平回应他说，我们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说到就要做到，今后党和政府还会关心支持大家。

接着，习近平参观了赫哲族民俗展，观看了属于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赫哲族伊玛堪说唱教学。他赞扬赫哲族历史
悠久、文化丰富，特别是渔猎技能高超、图案艺术精美、伊玛堪
说唱很有韵味。

随后，习近平来到赫哲族村民尤桂兰家中看望。得知一家
人现有耕地 150 亩、渔船 1 只，通过捕鱼、流转土地等年纯收
入约 8 万元，习近平很高兴。年逾八旬的尤桂兰拿出自己当年
在北京中南海受到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时的照
片给总书记看，习近平称赞她是个老先进了。习近平指出，在
祖国大家庭里，56 个民族是亲兄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
民族都不能少。各族人民齐心协力、勤劳奋斗，中华民族一定
会更加兴旺发达，各族人民生活一定会更加富足美好。

（下转 4 版）

习近平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时强调

深化改革开放优化发展环境

闯出老工业基地振兴发展新路

张高丽在江西、海南调研时强调：坚定
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努力推动经济
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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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贵阳 5 月 25 日电(记者
李银、王新明)过去提到“黔”，既不
与“钱”沾边，也不与“前”靠近。而
今，贵州却是“一个懂大数据的地
方。”2014 年，贵州开始做大数据，
比国内其他地区“抢跑”了两年。“抢
跑”的贵州目前已经成为全国首个
大数据综合试验区。

让数据说话，扶贫有

了测谎仪

贵州是全国贫困人口最多、贫
困面积最大、贫困程度最深的省份。
曾经“你说东家贫，他说西家穷，谁
是贫困户，有嘴说不清”，贫困户精
准识别困扰着基层干部。如今，依托
“扶贫云”，这个问题正在逐步得到
解决。

据贵州省扶贫办统计，目前“扶
贫云”运用大数据手段实现了对全
省建档立卡的 623 万贫困人口、
9000 个贫困村、934 个贫困乡镇、
66 个贫困县的动态监测。

贫困程度最深，究竟深到何种
程度？贵州基层的衡量办法是“四
看”，即“一看房、二看粮、三看劳动力
强不强、四看家中有没有读书郎”。

“‘扶贫云’通过对收入等 18 个
指标的考察与分值衡量，将‘四看法’
转为脱贫指数，精准计算省、市
(州)、县、乡(镇)、村、户的贫困程
度。透过‘扶贫云’，贫困人口、分布情
况、致贫原因等一目了然。”贵州省
扶贫办总农艺师周兴说。

贫困人口锁定了，脱贫全过程
如何可视化？“扶贫云”上建有责任
链、任务链和资金链。在责任链、任
务链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个贫困
户的帮扶干部是谁、做了哪些工作，
工作不到位，立即发出预警。

“不图锅巴吃，咋会在锅边转”？
资金监管风险长期困扰着扶贫干
部。对此，“扶贫云”资金链对扶贫项
目申报、审批、报账、验收等实施全
程、实时监管，保障每一分钱用在刀
刃上。

“三条链发力，能够有效防止被脱贫、数字脱贫。‘十二五’
时期，35 个贫困县、744 个贫困乡镇摘帽，贫困发生率下降
到 14 .3%。其中，2015 年减少贫困人口 130 万人。”周兴说。

靠数据赚钱，不占土地不建房

不沿边、不沿海，贵州却有一片“海”，它就是大数据“蓝
海”。这片“蓝海”里，越来越多企业正在获得过去无法企及
的商机。

未来 72 小时内，全国任何一条河流的来水量是多少？
水位多高？要不要发布洪水预警？这些问题“东方祥云”可以
一一回答。

贵州东方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胜说：“不同
于运用传感器监测水库、河流的水量、水位等指标，‘东方祥
云’的数据主要来自公开的卫星遥感数据。一个来自水中，
一个来自天上。”

目前，“东方祥云”之上已有 2 万个水利工程上线，服务
能力从国内主要河流延伸到莱茵河、密西西比河、尼罗河、
亚马逊河等流域。

“有了大数据，不占土地、不建厂房，我们的服务、市场
半径可以辐射全球。预计今年服务能力将覆盖全球土地面
积的 70% 左右。”李胜说。

大数据在与农业、工业、服务业的融合发展中加速推进
产业转型升级。贵州省经信委副主任康克岩说，目前，贵州
农村电商网点超过 1000 家、重点行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
普及率近 40 . 5%，还催生了互联网金融、导航服务、智慧物
流等一批新型业态。

“货车帮”，作为中国公路物流领域的“阿里巴巴”，利用
大数据在货主和司机之间搭建的互动交易平台，致力于解
决公路货运中的空驶乱跑、趴窝等待，实现“车货匹配”。

贵阳货车帮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赵强说，2014 年起步
时，贵阳“货车帮”只有几十人，短短两年左右时间，员工已经
达到 3000 人、注册车辆 170 万辆，一年可节省燃油价值约
300 亿。“货车帮”，已成长为中国公路的最大网上运力池。

基于庞大的货运数据信息，“货车帮”携手阿里云开发
了“全国公路物流指数”。每天，全国各大城市和区域公路进
出港情况、运力、货运活跃度等，尽在掌握中。

用数据辅政，权力关进“e 围栏”

哪个岗位风险指数最高、哪家企业存在围标串标风险、
哪个工地有安全隐患，打开贵阳市住建局“数据铁笼”系统，
都可以找到答案。

贵阳市住建局信息中心主任童昕说：“贵阳市在册工地
1000 多个、在建工地 800 多个，而全市监管人员 150 人左
右，人均监管面积 50 万平方米，远高于国家规定的人均监
管面积 5 万平方米的标准。‘数据铁笼’具备实时监控功能，
工作人员只需下载监控 APP，即可在权限范围内实时、全
景调看施工情况。 （下转 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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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5 日，参观者在博览会上体验 VR 技术。

当日，中国大数据产业峰会暨中国电子商务创新发
展峰会在贵阳开幕。 新华社记者欧东衢摄

贵阳“数博会”开幕

新华社贵阳 5 月 25 日电(记者郝亚琳、陈二厚、胡星)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 25 日在贵阳出席中国大数据产业峰会暨中
国电子商务创新发展峰会开幕式并发表致辞。

李克强在致辞中说，当今世界，信息化浪潮席卷全球，大数
据、云计算、物联网等蓬勃发展，使互联网时代迈上一个新台
阶。今天的中国要把握住世界科技革命的历史机遇，按照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着力
推进结构性改革尤其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信息化与实体
经济深度融合发展，不断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努力保持经济中
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

李克强表示，要推动新经济发展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必
须坚持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发展方式从过度依赖自然资源
转向更多依靠人力资源开发。自然资源是有限的，但人力资源
是无限的，蕴藏着无穷的创造力，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最大资
源。我们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制定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国
家大数据战略、“互联网+”行动计划、《中国制造 2025》等，出

台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在促进创新和更好发挥人力资源优势
方面的效应正在显现。以大数据为代表的创新意识和传统产
业长期孕育的工匠精神相结合，使新旧动能融合发展，并带动
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有力推动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融合发
展，打造中国经济发展的“双引擎”。

李克强指出，要发展共享经济，让更多的人有平等创业就
业的机会，使广大人民更好分享改革发展成果。共享经济不光
是在做加法，更是在做乘法，会让创业创新门槛更低，成本更
小，速度更快。近三年，我们大力推进简政放权和商事制度改
革，激发了人们的创业创新热情，催生了一批新技术、新产业、
新模式。这些企业今天还是“小个子”，未来就可能产生一些
“小巨人”，甚至享誉世界。（下转 7 版）

李克强出席中国大数据产业峰会暨中国电子商务创新发展峰会并致辞

利用大数据等技术为民谋利解民所忧

5 月 25 日，市民在钱塘江畔欣赏夜景照明。

为迎接 G20 峰会，杭州打造钱塘江两岸夜景亮灯
工程。 新华社记者邢广利摄

杭州：灯光璀璨迎盛会

 5 月 25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贵阳出席中国大
数据产业峰会暨中国电子商务创新发展峰会开幕式并发
表致辞。 新华社记者饶爱民摄

▲ 5 月 23 日至 25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黑龙江考察调研。这是 5 月 25 日上午，习近平在哈尔滨科技创新创业大厦勉励科技人员多
出成果。 新华社记者兰红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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