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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产业不断融入创新元素、新兴产业正成为经
济增长的新引擎……东北老工业基地黑龙江省齐齐哈
尔市坚持把做实做强做优实体经济作为主攻方向，一
手抓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一手抓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壮大，形成升级版现代产业体系，GDP增速由全省第
八位逐年晋升，2019年升至第一位，今年上半年在全
省率先实现正增长，增速位居前列。

创新领路“老树发新枝”

在中国一重轧电制造厂的生产车间，“大工匠”
桂玉松在一台大型数控机床前，两眼紧盯着一块重达
百吨的实心钢坯，轻触操控案板，伴随着机床轻微的转
动声，特制的刀具便已伴着润滑油，探入钢坯的内部。

“我们的工作就是在这个巨大钢坯内钻出一个长
达十多米的深孔，钻出的孔必须绝对笔直，误差不能
超过 0.02 毫米。”桂玉松带领团队历经一次次的失
败，终于发明了这种可以“削钢如泥”的特制刀具，
钻孔速度从原来的24小时10厘米，到如今的8小时深
钻超7米。

创新驱动成为齐齐哈尔市推动传统工业稳步增长
和转型升级的“秘钥”。中国一重副总经理蒋金水说，创
新工作室几乎覆盖到一重全部的制造厂，在每个车间
的墙上，随处可以看到创新工作室的课题跟踪表。

在中车齐车集团齐齐哈尔车辆有限公司的生产车
间里，一排排铁路货车所用的转向架整齐地摆放在地
面，部分工人正在对车轴进行精加工。公司计划部崔
虎范说，今年以来，面对疫情和出口压力，公司技术
人员特别对窄轨煤炭漏斗车车体结构进行全面优化，

如期完成了澳大利亚、韩国等企业的国际订单。
数据显示，2020年上半年，中国一重实现营业收

入同比增长55.43%；利润总额同比增长92.3%；建龙
北满特钢、中车齐车集团、齐重数控等企业的产值增
长率均超过了两位数。

“原字号”变“金字号”

齐齐哈尔市在做大做强装备制造业的同时，还以
“粮头食尾”“农头工尾”为抓手， 深度开发“原字
号”资源，推动农业由单一种植向种养加销全产业链
发展，加快构建新兴产业体系。

在拉哈镇的黑龙江鸿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粉
碎车间、糖化车间、发酵车间、蒸馏车间，工人们正在机
台前有序操作。“疫情期间，我们一天也没停工，截至9
月底加工玉米153.5万吨，全年预计加工量将达210万
吨。”公司副总经理刘永家说，目前带动当地就业900
多人。

在齐齐哈尔龙江阜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淀粉生
产车间，几十个大型设备在全天候运转，每天5000
多吨玉米经过浸泡、研磨、分离等环节后，产出约
3600吨淀粉用于生产氨基酸。

“经过一道道程序，玉米就变身成各种高附加值
的产品。”龙江阜丰副总经理沈兆胜说，原字号的玉
米大致经过三次增值过程，先是玉米生产淀粉，然后
是淀粉加工成氨基酸、味精，最后对生产废水、副产
品进行生物技术加工，变成优质饲料和肥料，全部生
产过程形成了一条持续增值的产业链条。

齐齐哈尔市副市长姚卿说，目前，齐齐哈尔市引

进了益海嘉里、阜丰集团、鸿展集团等一大批食品深
加工企业，确立了食品加工、现代畜牧、马铃薯等重
点产业，不断提升农产品附加值。

新产业激发新动能

在黑龙江省辽金源陶瓷有限公司陶艺工作室，白
银杰正精心制作紫砂壶，室内摆放着工具、模具和待
烧的半成品。白银杰是齐齐哈尔市依安县的一个普通
农民，几年前通过参加当地组织的陶艺培训，成为小
有名气的“陶艺师”。

利用当地丰富的高岭土资源，近年来，齐齐哈尔
市重点主打陶瓷产业，使精美的高附加值工艺陶瓷取
代了昔日廉价的“大缸”。目前，齐齐哈尔市陶瓷相
关产业已带动4000余人就业。

齐齐哈尔人还热爱冰球运动。6月初，一场冰球
争霸赛在当地举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疫情期间，
这场全程线上直播的冰球赛事，每场比赛竟有4万多
人在线观看。顺应市民对冰球的热情，齐齐哈尔市以赛
事促进冰雪产业发展，于2017年设立冰球节，每年集
中举办冬、夏冰球季系列活动，吸引了一些国外高水
平队伍参赛，带动了市场消费和冰雪产业的发展。

近年来，齐齐哈尔市确立产业发展新思路，从供
给侧竞争优势的角度重新梳理出装备制造、冰雪体育
运动、日用工艺陶瓷等12个重点产业。姚卿说，目前
各产业的效果已初步显现，由黑变绿、由重变轻的嬗
变正在徐徐展开，在这一过程中，齐齐哈尔市正实现
产业聚集、链条延伸及新旧动能的有序转换。

（新华社哈尔滨10月12日电）

融入新元素 打造新引擎
——东北老工业城市齐齐哈尔市新旧动能转换见闻

新华社记者 李凤双 梁冬 王建

13日，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草案首次提请全国人
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此次修法将有利于哪些野生动物
保护及公共卫生安全相关领域实现防护升级？新华社
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工作负责人和专家学者。

升级一：强化检验检疫管理 加强疫源疫病监测

野生动物致病风险威胁人身安全健康。记者调研
了解到，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与传染病防治法、渔业
法、动物防疫法、刑法等相关法律衔接不够，野生动
物保护和管理缺乏防范公共卫生安全风险的理念和制
度设计，检验检疫也仍存在短板。

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草案在立法目的中增加防范
公共卫生风险的内容，明确国家对野生动物实行保护
优先、规范利用、严格监管、风险防范的原则，要求
从源头上防控重大公共卫生风险。还要求在对野生动
物及其栖息地状况的调查、监测和评估中增加野生动
物疫源疫病及其分布情况的内容，加强野生动物疫源
疫病监测制度，并规定加强对野生动物的检验检疫管
理，与动物防疫法做好衔接。

“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可以加强从源头上防范
公共卫生风险，进一步筑牢筑密公共卫生安全的法治
防线。”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高
虎城在向常委会会议作说明时表示，社会各界对于野
生动物可能威胁公共卫生安全的问题反映强烈，相关
修改是回应社会各方期待的必要举措。

记者发现，修订草案对违法食用野生动物、网络
交易行为均进行了规制。规定禁止违法食用野生动
物，并禁止网络交易平台、商品交易市场、餐饮场所
等为违法出售、购买、食用及利用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或者禁止使用的猎捕工具提供展示、交易、消费服
务。

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教授时坤说，将养
成科学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等要求写入法律，是时代
的进步，也意味着保护野生动物需要全社会的共同行

动。

升级二：填补监管空白 加强野生动物收容救护
能力建设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当前野生动物保护范围仅包
括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以及对有重要生态、科学、
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即“三有”陆生野生动物，
对其他陆生野生动物存在监管空白。

修订草案增加对其他陆生野生动物的管理规定，
禁止或者限制在野外捕捉、大规模灭杀其他陆生野生
动物。还从猎捕、人工繁育、交易、运输等方面，加
强对“三有”陆生野生动物全链条管理。

“此前未纳入监管的其他陆生野生动物，同样是
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法
研究中心主任杨朝霞说，其他陆生野生动物虽然可以
不作重点保护，但须规定禁止大规模灭杀性利用和防
范公共卫生安全风险的底线调控，这样能够有效填补
法律监管空白。

他举例说，比如有人利用电蚯蚓机捕捉蚯蚓获
利，导致部分地方出现蚯蚓大规模死亡。蚯蚓虽然没
有列入保护名录，但也具有相应的重要生态作用，应
当对此类利用方式加以禁止。修订草案还提出国家加
强野生动物收容救护能力建设。

时坤说，近年来，公众对野生动物的关注程度、
自发救护行为越来越多，这对收容救护场所的数量、
救护条件等提出了更高要求。应该按照实际需要，适
当扩充收容救护场所，配备相应的专业技术人员、救
护工具、设备和药品等。

升级三：提升打击力度 加大处罚力度

据了解，野生动物相关的规划制定、行政许可、
检疫检验以及经营、交易、运输、物流、进出口等各
环节的监管执法，分别由林业草原、渔业、动物防
疫、进出口检疫、市场监管、交通运输、邮政、海

关、公安等部门负责。
记者在基层调研发现，多头管理在实际工作中带

来职能分散交叉、工作衔接不畅、信息共享不足等问
题。此外，部分基层执法能力不足，一些市县甚至未
设立专职野生动物保护机构等问题也应引起重视。

修订草案要求坚决取缔和严厉打击非法野生动物
市场和贸易，强化对猎捕、运输、交易野生动物的全
链条监督管理。为确保相关规定“长出牙齿”，修订
草案还强化地方政府责任、明确各有关部门职责。如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野生动物保护
工作负责等。

修订草案还加大联合执法力度，增加行刑衔接规
定。国家建立由林业草原、渔业主管部门牵头、各相
关部门配合的野生动物联合执法工作协调机制。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建立联合查办督办制度。
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野生动物保护监督
检查职责的部门发现违法事实涉嫌犯罪的，应当按照
规定向公安机关移送。

修订草案还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对食用
和以食用为目的猎捕、交易、运输野生动物，非法捕
捉、大规模灭杀、保管、处理、处置野生动物和非法
提供我国特有的野生动物遗传资源增加处罚规定；以
食用为目的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其他陆生野
生动物，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野生动物保护大量工作在基层，涉及多个环
节，因此压实地方政府责任和建立联合协调机制非常
重要。”湖南省怀化市森林公安局刑侦大队大队长张
昊说，保护野生动物是一个长期过程，要更加注重建
立长效机制。

专家表示，当前涉野生动物遗传资源违法行为有
所增加，相关资源，特别是我国特有的遗传资源十分宝
贵，关系国家生态安全。此次明确法律保护只是第一步，
未来应尽快出台配套措施，确保保护力度既实且硬。

（新华社北京10月13日电）

——聚焦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
新华社记者 胡璐 周勉

防住“病”、管住“嘴”、保更宽、罚更狠

这是10月13日在深圳蛇
口太子湾游轮母港码头拍摄
的“天鲲号”。

当日，搭载“蛟龙号”
的“深海一号”船顺利完成
2020 年度南海专项设备海试
第一航段，靠泊深圳参加即
将开幕的2020中国海洋经济
博览会。同时参加此次海博
会的还有我国自主研发的重
型自航绞吸船“天鲲号”。
（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 摄）

““深海一号深海一号””暨暨““蛟龙号蛟龙号””和和““天鲲号天鲲号””
将亮相海洋经济博览会将亮相海洋经济博览会

根据景德镇市昌河汽车配件制造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360200158780641B）与景德镇市昌河汽
车 配 件 制 造 一 厂（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602007567719564）、景德镇昌河汽车安全系统有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200071814626F）、
景德镇市昌河出口服装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2007165115437）的股东会决议及景德镇市昌河
汽车配件制造公司与三方分别签订的《吸收合并协
议》，景德镇市昌河汽车配件制造公司吸收合并景德
镇市昌河汽车配件制造一厂、景德镇昌河汽车安全
系统有限公司、景德镇市昌河出口服装厂三家企
业。吸收合并后，景德镇市昌河汽车配件制造一
厂、景德镇昌河汽车安全系统有限公司、景德镇市
昌河出口服装厂三家企业解散注销，景德镇市昌河
汽车配件制造一厂、景德镇昌河汽车安全系统有限
公司、景德镇市昌河出口服装厂的债权债务均由景
德镇市昌河汽车配件制造公司承继。

根据《公司法》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
债权人中：接到公司关于本次吸收合并的通知书
者，自接到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通
知公告之日起45日内，可以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
凭证向本公司申报债权，并可根据有效债权文件及
相关凭证依法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担保。债
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相关债务由
景德镇市昌河汽车配件制造公司承继，公司合并将
按照法定程序实施。

特此公告！
景德镇市昌河汽车配件制造公司联系人：潘陈榜
联系电话：13879839768
景德镇市昌河汽车配件制造一厂联系人：李凤瑞
联系电话：13879806151
景德镇昌河汽车安全系统有限公司联系人：朱国辉
联系电话：13407985060
景德镇市昌河出口服装厂联系人：盛玲
联系电话：13607989758

景德镇市昌河汽车配件制造公司
景德镇市昌河汽车配件制造一厂
景德镇昌河汽车安全系统有限公司
景德镇市昌河出口服装厂

2020年10月15日

吸收合并暨通知债权人
公 告

新华社北京10月13日电 （记者 于佳欣）出口管制
法草案三审稿13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
次会议审议。草案三审稿进一步强化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
的属性与功能，并明确出口管制物项范围。

2019年 12月和2020年6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分别对出口管制法草案进行了初次和二次审议，对管制政
策、管制清单、管制措施、法律责任等方面进行规定。

针对草案二审稿，有的常委会委员、单位和社会公众
提出，为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议在临时管制、全面管
制、管制物项出口许可、管控名单等相关具体制度和规则
中，进一步强化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的属性与功能。对此，
草案三审稿作出相应修改。

同时，草案三审稿增加规定，明确出口管制物项包括
物项相关的技术资料等数据。

草案三审稿还提出，国家出口管制管理部门适时发布
有关行业出口管制指南，引导出口经营者建立健全出口管
制内部合规制度，规范经营。

有的意见提出，出口国家禁止出口的管制物项，或者
未经许可出口管制物项，除给予行政处罚外，构成犯罪的
还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此，草案三审稿规定，违反本
法规定，出口国家禁止出口的管制物项或者未经许可出口
管制物项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草案三审稿还规定，任何国家或者地区滥用出口管制
措施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和利益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该国家或者地区对等采取措施。

出口管制法草案三审
进一步强化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

新华社北京10月13日电（记者 白阳）近年来，随着
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一些网络平台擅自收集用户数据等
行为，让群众反映强烈。13日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
议审议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确立以“告知——同意”为
核心的个人信息处理一系列规则，有望为破解这些问题提
供法律依据。

草案规定，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在事先充分告知的前提
下取得个人同意，并且个人有权撤回同意；重要事项发生
变更的应当重新取得个人同意；不得以个人不同意为由拒
绝提供产品或者服务。

个人信息处理者在处理个人信息前，应当以显著方
式、清晰易懂的语言将个人信息处理者的身份、联系方式，
个人信息的处理目的、处理方式，处理的个人信息种类、保
存期限，个人行使本法规定权利的方式和程序等事项向个
人告知。

此外，一些平台还利用收集的大数据向用户推送个性
化广告。草案对此明确，利用个人信息进行自动化决策，应
当保证决策的透明度和处理结果的公平合理。个人认为自
动化决策对其权益造成重大影响的，有权要求个人信息处
理者予以说明，并有权拒绝个人信息处理者仅通过自动化
决策的方式作出决定。通过自动化决策方式进行商业营
销、信息推送，应当同时提供不针对其个人特征的选项。

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说明，截至2020年3月，我
国互联网用户已达9亿，互联网网站超过400万个，应用程
序数量超过300万个，个人信息保护已成为广大人民群众
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之一。

我国立法加强个人信息保护
收集用户数据要事前告知取得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