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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全省开展淘汰落后产能化解过剩产能专项整治工作以来，龙煤集团陆续关闭退出矿井34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七十条、《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第十六条相关规定和《黑龙江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黑龙江省化解煤炭过剩产能实施方案的通知》（黑政办发[2016]77号）、黑龙江
省煤炭行业淘汰落后产能化解过剩产能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龙煤集团煤炭行业淘汰落后
产能关闭煤矿台帐的批复（第一批）》（黑煤整治办发[2018]22号），按照省煤炭行业淘汰落后产能化解过剩
产能专项整治工作要求，依龙煤集团申请，现将其所属34处矿井采矿许可证进行公告注销。

黑龙江省自然资源厅
2019年8月5日

龙煤集团淘汰落后产能化解过剩产能关闭退出矿井公告注销名单
序号 采矿许可证号 矿井名称 关闭时间
1 C2300002010061120068711 七台河矿业精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新建煤矿五采区一井 2018年
2 C2300002011051120116411 七台河矿业精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龙湖煤矿五采区一井 2018年
3 C2300002011051120111586 七台河矿业精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胜利煤矿二采区三井 2018年
4 C2300002010061120068719 七台河矿业精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新兴煤矿七采区三井 2018年
5 C2300002010061120068699 七台河矿业精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新富煤矿二井 2018年
6 C2300002010061120068702 七台河矿业精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新富煤矿七井 2018年
7 C2300002010061120068688 七台河矿业精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向阳煤矿九井 2018年
8 C2300002010061120068691 七台河矿业精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向阳煤矿十二井 2018年
9 C2300002010061120069117 七台河矿业精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富强煤矿九采区一井 2018年

10 C2300002010061120068723 七台河矿业精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新兴煤矿七采区五井 2018年
11 C2300002010061120069209 七台河矿业精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向阳煤矿八井 2018年
12 C2300002010061120068739 七台河矿业精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向阳煤矿十一井 2018年
13 C2300002010061120068697 七台河矿业精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向阳煤矿五井 2018年
14 C2300002010031120059135 七台河矿业精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建设煤矿六采区六井 2018年
15 C2300002011051120118076 七台河矿业精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新富煤矿三井 2018年
16 C2300002010061120068703 七台河矿业精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新富煤矿十四井 2018年
17 C2300002010061120068668 七台河矿业精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胜利煤矿一采区七井 2018年
18 C2300002011051120111585 七台河矿业精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胜利煤矿一采区十井 2018年
19 C2300002010061120068737 七台河矿业精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胜利煤矿一采区八井 2018年
20 C2300002010061120068687 七台河矿业精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桃山煤矿九采区一井 2018年
21 C2300002010021120055715 鸡西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城子河煤矿九采区一井 2018年
22 C2300002009081120033819 鸡西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城子河煤矿九采区二井 2018年
23 C2300002010111120080291 鸡西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张新煤矿二井 2018年
24 C1000002009081120035112 黑龙江龙煤鸡西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正阳煤矿 2018年
25 C2300002009061120026312 黑龙江龙煤鸡西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荣华煤矿斜井 2016年
26 C2300002009061120026304 黑龙江龙煤鸡西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梨树煤矿二区 2016年
27 C2300002015121120140927 鸡西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二道河子煤矿 2016年
28 C2300002015121120140928 鸡西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张新煤矿 2016年
29 C2300002009061120026407 黑龙江龙煤鹤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兴山煤矿 2016年
30 C1000002009081120035343 黑龙江龙煤双鸭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七星煤矿 2016年
31 C2300002011031120108344 双鸭山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安泰煤矿 2016年
32 C2300002009061120026262 黑龙江龙煤七台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桃山煤矿 2016年
33 C2300002011071120116384 黑龙江省七台河矿业精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东风煤矿 2016年
34 C2300002009061120026261 黑龙江龙煤鹤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新岭煤矿（井工部分） 2016年

2016-2018年龙煤集团淘汰落后产能
化解过剩产能关闭退出矿井

采矿许可证注销公告

哈尔滨股权交易中心各挂牌企业：
2018年 8月 24日，哈尔滨股权交易中心（简称“哈股交”）

被确定为全省区域性股权市场唯一合法交易机构。根据相
关行业政策和监管部门规定，哈股交将对全省区域股权市场
进行集中整合，同时对本中心原有 1058户挂牌企业进行重新
申报、审核、梳理、转板、挂牌工作。自 2019年 8月 5日至 2019
年 8月 19日，哈股交将对本中心各挂牌企业的转板挂牌申报

进行集中受理，详细内容请登陆哈股交官方网站/中心要闻
查询：http://www.china-hrbsc.com/。

联系电话：徐经理：0451-58894187、15663863636
邓经理：0451-58894174
孙经理：0451-58894183

哈尔滨股权交易中心
2019年8月8日

哈尔滨股权交易中心挂牌企业整合公告

本报讯（袁德山 记者郭铭华）省政协领导
班子成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调研
成果交流会 6日下午召开。

省政协主席黄建盛主持会议并讲话。省
政协副主席吕维峰、郝会龙、赵雨森、张显友、
马立群、刘睦终、庞达及秘书长夏立华出席会
议并发言。

会上，省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分别结合各自
工作职责和调研课题，深入交流调研成果，梳
理调研发现的问题，分析工作短板，介绍解决
问题取得的初步成效，提出改进工作的思路
举措和硬招实招。

会议强调，要按照中央的要求和省委的部

署，抓好问题检视，认真学习党章、《准则》、《条
例》，逐条对照，一条一条列出问题，形成个人
检查材料。推动问题整改，要结合检视问题，
形成整改方案，提出具体的、可行的、有针对性
的措施，解决实际问题，逐个对账销号。坚持
边学边查边改，能改的立即改，一时解决不了
的盯住改、限期改，确保一件一件整改到位。
做好工作统筹，把学习党史、新中国史作为主
题教育的重要内容，抓好理论学习。同时，开
展好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和人民政协成立
70周年纪念活动，筹备好省政协常委会议、基
层政协工作经验交流会、住我省全国政协委员
到广东跨省考察、港澳委员座谈会等工作。

省政协召开主题教育
调 研 成 果 交 流 会

黄建盛主持并讲话

本报7日讯（记者王彦）7 日上午，省委常
委、常务副省长李海涛围绕“守初心担使命，查
隐患促整改，全力防控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风
险”作主题教育专题党课报告。他强调，要深入
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自然灾
害防治的重要论述，以更加精细严实的作风和
扎实有效的措施，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和社会稳定，为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创造良好安全环境。

李海涛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
和自然灾害防治的重要论述，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执政宗
旨和初心使命。我们要在奋力防范化解重大安
全风险中担当作为，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李海涛强调，要高度警惕前进道路上的各

种风险，增强风险防控的敏感性和系统性，采取
针对性措施，主动化解风险。要汲取事故教
训，深入排查化解身边风险，提前研判化解城
市化快速发展带来的新风险、产业转移形成的
新风险、因时间推移而累积放大的风险。紧盯
新情况新问题，密切关注防范新生风险。研究
灾害规律，科学识别化解关联风险。要坚持

“警惕要高、职责要清、预测要准、防范要严、反
应要快、处置要好”的总原则，做到有效防范化
解重大风险。

李海涛分管和联系的中省直有关单位正处
级以上干部参加。

李海涛作主题教育专题党课报告强调

在奋力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中担当作为

本报7日讯（记者郭铭华）7日，省委常委、
副省长王永康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专题党课报告。他强调，政治属性是党员干
部的第一属性，要从政治上认识、分析、解决问
题，从政治上谋划、部署、推动工作，从讲政治
的高度狠抓各项工作落实。

王永康指出，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是首要
的政治纪律。找差距、抓落实，要围绕“两个维
护”深入进行自我检视，进行“四个对照”“四个
找一找”。

王永康强调，要严明政治纪律，刀刃向内
找准差距。围绕主题教育活动列出的 8个方面

突出问题，逐一查摆剖析我省农口典型案例，
逐项落实整改措施。要扛起政治责任，不折不
扣抓好落实。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把贯彻落实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政治纪律，把总书记重
要批示作为党内政治要件，把贯彻落实党中央
决策部署作为政治任务，狠抓落实。要强化政
治担当，加快建设农业强省。坚定不移贯彻落
实总书记对我省“三农”工作重要指示精神，按
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狠抓粮食产能提升、
农业现代化建设、第一支柱产业打造等十项重
点工作，推进全省“三农”工作高质量发展。

王永康作主题教育专题党课报告强调

从讲政治的高度狠抓各项工作落实

本报讯（纪祥勇 记者王玮）近日，省市场监
督管理局等 6部门下发了“关于持续深化压缩企
业开办时间的通知”。从 10月 1日起，黑龙江省
企业开办时间将压缩到 3个工作日内。

《通知》明确，将企业登记、印章刻制、申领发
票和社保登记 4个环节至少压减为企业登记、印
章刻制、申领发票 3个环节，社保登记的申请合并
到企业登记环节中，自 2019年 10月 1日起，全省
实现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 3个工作日内。鼓励具
备条件的地方，在确保工作质量前提下，压缩企
业开办时间至 2个工作日内。

《通知》提出，全面推行企业开办全程网上
办。依托全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实现企业开
办事项“一网通办”。整合设立登记、印章制作、
申领发票、社保登记等各类企业开办事项和网上
服务资源，加强信息共享。有条件的地方大力推
行办件寄递、证票自助打印等服务，逐步实现“不
见面”办理。依托各级政务服务大厅等，应用“一
网通办”平台，实现申请人可在一个窗口提交和
接收所有办件。将电子营业执照作为企业在网

上办理企业登记、印章制作、社保登记等相关业
务的合法有效身份证明和电子签名手段，推动企
业领用电子营业执照。

大力推行标准化、智能化、自动化的全程电
子化登记，建立健全“零见面”企业登记工作机
制。取消名称预先核准，全面推行名称自主申报
与登记合并办理，进一步优化办理流程。全程通
过网上办理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公司主要成
员全部通过有效身份验证并对提交材料进行电
子签名的，申请人可选择不再另行上传身份（主
体资格）证明文件。结合本地实际，大力推行“同
城通办”“银行网点代理申请登记注册”等便利化
举措。

通过微信小程序、手机 APP、微信公众号等
形式实现网上刻章业务办理，确保实现用章单位

在线选择本地区所有公章刻制企业、了解刻制价
格以及网络支付等功能。严格落实国务院明令
取消公章刻制审批的政策规定，不得以任何形式
要求用章企业到公安部门办理刻制审批备案，对
落实不到位、变相进行审批的予以严肃查处。

大力推行电子发票应用，在重点行业和有使
用需求的纳税人中加大电子发票推行力度。深
入推进“新办纳税人套餐服务”，进一步简并流
程、提速审批，实现线上申请、线上核验，现场一
次办结。企业只进行初次申领发票操作的，无需
提供银行开户信息。

将社保登记经办服务纳入“一网通办”平台，
实现企业在办理设立登记时，即可申报企业参保
信息、职工参保信息等信息。健全数据应用和反
馈机制，提升共享信息使用率。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6部门下发通知

10月1日起开办企业3天办完

本报 7日讯（关显昌 记者吴树江 刘楠）7
日，特色暨优质商品贸洽会在北大荒农垦集团总
公司牡丹江分公司（管理局）举行。本次贸洽会
由北大荒农垦集团总公司牡丹江分公司（管理
局）和密山市人民政府主办，目的为加强垦地合
作，促进黑龙江垦区和地方一二三产业的有机融
合，围绕“粮头食尾”和“农头工尾”抓升级，加强
区域特色暨优质农产品的推广销售力度，推动农

产品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打通生产者、经营
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共赢渠道，搭建起资源和渠道
的共享平台，努力整合区域拳头产品进入全国零
售终端。

本 次 贸 洽 会 得 到 中 国 连 锁 经 营 协 会
（CCFA）大力支持，贸洽会期间组织其成员企业
（百强连锁零售单位）的生鲜、食品买手 150人到
场指导与选品，实现产销之间的无缝对接。同

时，活动期间还举办高峰论坛、品牌食材展、采
购委“走进北大荒 体验现代农业”参观考察等
一系列活动。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CCFA）成立于 1997
年，有会员千余家，会员企业连锁店铺 35.6 万
个。其中零售会员企业 2017 年销售额近 3.7
万亿元人民币，约占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的 10%。

“百强连锁”到北大荒采购好食材
特色暨优质商品贸洽会启幕

本报讯（记者马智博）为进一步严明
纪律，强化警示震慑，日前，哈尔滨市纪
委监委对五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
型问题进行通报。

市委机关事务管理中心行政管理一
处原处长杜忠祥（已退休）公款旅游等
问题。2016 年 3 月 28 日至 4 月 4 日，杜
忠祥未经批准，以开会调研为名，前往
海口市旅游 7 天，报销费用 5220 元。
2018年 4月 19日，杜忠祥到长沙市参加
印刷产业博览会，会后私自到西安市旅
游，报销费用 3637元。两次旅游公款报
销费用共计 8857 元。 2018 年 11 月 19
日，杜忠祥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违
纪所得被收缴。

道里区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主任
韩建章违规收受礼品问题。2019年春节
前，时任道里区农林畜牧兽医局局长韩

建章，先后两次收受单位下属所送高档
香烟，合计 4条，价值 2200余元。2019年
4 月 9 日，韩建章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违
纪所得被收缴。

五常市小山子镇政府副镇长张世
勇、农村经济管理服务中心主任孙跃东
借子女升学之机敛财问题。2019年 6月，
高考刚刚结束，张世勇、孙跃东在子女成
绩尚未发布，录取工作还未开始的情况
下，即委托镇农业畜牧中心干部王伟等
人，将子女升学收礼事宜通知镇、村干部
70余人（次）。为逃避组织监督，不办仪
式、不设酒席，截至 6月 13日，王伟在办
公室代孙跃东收取 25人礼金合计 1.1万
元，代张世勇收取 31人礼金合计 1.26万
元。2019年 6月 16日，张世勇、孙跃东分
别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责令返还收
受的礼金；王伟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其

他相关责任人受到相应处理。
双城区单城镇政善村党支部组织委

员尹福春违规操办升学宴问题。2019年
2月 23日，尹福春不顾组织提醒和劝阻，
以女儿升学为由，违规操办酒席，收受礼
金共计 6400 元，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
响。2019年 2月 25日，尹福春受到党内
严重警告处分，免去村党支部组织委员
职务，责令返还收受的礼金。

尚志市一面坡镇胜安村党支部书记
李成谣公款吃喝问题。2016至 2018年，
经李成谣决定，胜安村党支部连续三年
在“七一”期间违规组织党员聚餐，并以
村集体名义拖欠餐费累计 3080元。组织
调查期间，李成谣等人结清了拖欠的餐
费。此外，李成谣还存在其他违纪行
为。2019年 5月 16日，李成谣受到留党
察看一年处分。

哈尔滨市通报5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上接第一版）“每个项目的需求都不一样，
但新区能做到一事一议。我们成果产业
化需要的生产设备较为高大，因此对厂房
选择也有特殊要求。那次‘谈心’后，新区
工作人员便开始按要求在区内帮着筛选
厂房，目前已经选好。”张文慧告诉记者，创
业以来，她感觉最难的就是融资问题，当
下，新区正借助深圳四方网盈的资源优
势，帮她对接投资者，这让她感到很安心。

“新区的实际行动，让我看到了希望，更有
信心阔步向前。”张文慧对未来充满信心。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落地新区，不仅张文
慧来了，她核心团队的10个人也一起来到
新区，其中一位还是她美国同学，他们将
在此并肩作战、大展拳脚。

为了让人才安心创业，新区在创新人
才服务模式上可谓不遗余力。“我们实行
人才公共服务‘一窗通办、一证（身份证）通
办、容缺受理’，所有事项即来即办，上半年
共受理各类服务 700多件次。”王喆说，新
区还深入开展秘书型专员式服务，为企业
和高层次人才提供领办代办帮办服务。
上半年共开展“一对一”专员服务50余次，
收到服务对象的广泛好评。

搭起聚才“硬核”平台

人才工作，需要在政策引人上想点
子，更需在事业留人上下功夫。

哈尔滨新区获批近 4年来，按照省委
省政府提出的“把哈尔滨新区打造成为全
省乃至东北最具活力的增长极、最具潜力
的创新高地、最具优势的转型发展引擎”的
要求，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目前，哈尔
滨新区内已集聚各类研发机构 200多家、
各类企业 24000多家，其中有高新技术企
业428户，占哈市的69.8%、全省的46.2%，
对各类高层次人才形成强大吸引力。

“新区集聚着各种高精尖企业，这里
未来发展潜力巨大，海能达公司在业内也
是首屈一指，这些都成为我义无反顾回来
的理由。”哈尔滨海能达科技有限公司通
信工程师王牧昕告诉记者。2014年在上
海大学通信专业硕士毕业后，他留在上海
一家国有企业上班。结婚生子后，回乡之
心更为迫切。2018年，他向哈尔滨海能达
投出了简历，并成功被录用，成为了一名
通信工程师。“目前感觉生活很适应，生活
和工作达到一个平衡点，没有漂泊的感

觉，而公司文化氛围、环境和上海没有什
么差别，这里是一个发展事业的优秀舞
台。”王牧昕很满意自己的选择。

“在吸引有工作经验的高端人才的同
时，我们还在省内外招收应届毕业生，仅
去年就招了 40余人，其中硕士及以上占
60%；近3年招收省内外应届毕业生300余
人，其中 60%应届毕业生来自 211院校。”
哈尔滨海能达科技有限公司负责招聘的
经理张宇告诉记者，拥有“人才”这一核心
竞争力，让业已成为全球专业通信领域主
流供应商的“哈尔滨海能达”，定下了未来
两年汇聚起一支近 800人的研发团队，为
地方带来近20亿的产值，并依托领先的技
术优势，开拓万亿级应急市场新蓝海，建
设全球最大专网集群系统产品研发基地
的目标。

哈尔滨新区快速成长的高新技术企
业，成为引才引智的“桥梁”。“现在，在哈尔
滨只要说到 IT产业或公司，大家第一个想
到的就是哈尔滨新区科技创新城，这里对
于我们来说就是哈尔滨的硅谷，也是 IT人
实现梦想的地方。”哈尔滨安天科技公司
安天研究院安全研究员赵超说。

2000多名优秀人才回流哈尔滨新区

本报7日讯（记者杜怀宇）7 日晚，第七届中
国（绥芬河）国际口岸贸易博览会开幕式暨中外
合作恳谈会在绥芬河举行。中外嘉宾出席开幕
式和恳谈会。

据介绍，中国（绥芬河）国际口岸贸易博览
会是中国国际商会和绥芬河市政府通力打造的
国内首个以口岸贸易为主题的综合性展览会，
自 2013年以来已经成功举办了六届。第七届中

国（绥芬河）国际口岸贸易博览会于 8 月 8 日至
11日在绥芬河市综合保税区国际名品展示中心
举办。

本届博览会由中国国际商会主办，中国国
际商会会展部、黑龙江省商务厅、黑龙江省贸促
会、绥芬河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本届博览会
共有 453 家企业报名参展，共 678 个展位，企业
来自中国、俄罗斯、巴基斯坦、韩国、朝鲜、哈萨

克斯坦、德国、法国、英国及中国香港、台湾等 16
个国家和地区。博览会期间还将举办 14项商务
对接、经贸洽谈、对外交流活动，包括第十二届
中国边境口岸城市市长论坛、第三届中俄信用
合作发展论坛、2019中国边境经济合作区年会、
第三届俄罗斯食品（水产品）采购推介对接会、
首届中俄边境口岸跨境电商产业发展研讨交流
会等。

第七届中国（绥芬河）国际口岸贸易博览会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