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黑土地上先进的农业机械轰鸣驶

过，采摘园里的瓜果秧苗茁壮生长，农

产品加工生产线高速运转……正值东

北春耕时节，记者在位于吉林省中北

部、松辽平原腹地的榆树市蹲点调研时

发现，这个产粮大县正不断“强筋壮

骨”，在黑土地上探索现代农业综合发

展之路。

农机“革命”高效率，养地“革
命”可持续

“以前种地费工费力，效率慢只能

干着急。”从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种地

的榆树市弓棚镇三太村种地“老把式”

张振宽说，他刚开始种地时机械化程度

很低，仅有一些拖拉机等简单机械可以

用，一垧地需要8个人种一整天才能种

完，除草等田间管理的活儿更累人。

这些年，张振宽一点点见证了巨变

的发生：从最开始的小马力拖拉机，到

如今一小时种完一垧地的“巨无霸”；从

人力肩挑手提，到全程机械化替代……

“种地越来越省事儿了。”张振宽说。

榆树市农机总站副站长张国明介

绍，在榆树580多万亩耕地上，主要农作

物耕种机械化水平达到了94.4％，飞机

航化播洒农药等方式也得到广泛应用。

得益于先进技术手段和机械的投入，榆

树在耕作方式这场“革命”中抢占了先

机，粮食产量逐步提升并稳定在70亿斤

水平，一直位于全国产粮大县前列。

产量上来了，榆树有了更深远的考

虑。记者在榆树市保寿镇、于家镇等地

走访时看到，越来越多农民正参与到

“养地革命”之中。在一些乡镇，秸秆全

量覆盖还田、深松整地等保护性耕作技

术被越来越多农民接受。

榆树市众晟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

长李艳红说，采用秸秆还田等保护性耕

作模式能保肥保水，起到很好的抗旱效

果。在去年一场 60多年不遇的大旱

中，采取这种模式种植的土地经受住了

严峻考验。

记者在吉林榆树嘉隆农业装备科

技有限公司的车间外看到，一批适应秸

秆还田保护性耕作的打浆机正在装

车。总经理朱国宽说，如今农民的养地

意识越来越强，保护性耕作的机械越来

越畅销，生产出来不愁卖。

据榆树市农业农村局局长张武介

绍，为了进一步养好黑土地，榆树还在推

动高标准农田建设改造，（下转第四版）

榆树：从产粮大县到农业强县的不懈探索
新华社记者 陈俊 刘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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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青岛4月23日电（记者李学勇 李宣
良 梅世雄）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3日

上午在青岛集体会见了应邀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

海军成立70周年多国海军活动的外方代表团团

长，代表中国政府和军队向出席活动的各国海军

官兵表示热烈欢迎。

习近平说，海洋对于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海洋孕育了生命、联通了世界、促

进了发展。我们人类居住的这个蓝色星球，不是

被海洋分割成了各个孤岛，而是被海洋连结成了

命运共同体，各国人民安危与共。海洋的和平安

宁关乎世界各国安危和利益，需要共同维护，倍

加珍惜。中国人民热爱和平、渴望和平，坚定不

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坚定奉行防御性国防

政策，倡导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

全观。中国军队始终高举合作共赢旗帜，致力于

营造平等互信、公平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

局。海军作为国家海上力量主体，对维护海洋和

平安宁和良好秩序负有重要责任。大家应该相

互尊重、平等相待、增进互信，加强海上对话交

流，深化海军务实合作，走互利共赢的海上安全

之路，携手应对各类海上共同威胁和挑战，合力

维护海洋和平安宁。

习近平指出，当前，以海洋为载体和纽带的市

场、技术、信息、文化等合作日益紧密，中国提出

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就是希望促进海

上互联互通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蓝色经济发

展，推动海洋文化交融，共同增进海洋福祉。中国

军队愿同各国军队一道，为促进海洋发展繁荣作

出积极贡献。 （下转第四版）

习近平集体会见多国海军代表团团长

新华社青岛4月23日电（记者李学勇 李宣良 梅世雄）在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70华诞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3日出席在青岛举行的庆祝人民海

军成立70周年海上阅兵活动。

琴岛春意浓，黄海春潮涌。青岛奥帆中心码头，担负检阅

任务的西宁舰按照海军最高礼仪悬挂代满旗，五星红旗、八一

军旗迎风飘扬。来自61个国家的海军代表团团长齐聚检阅

舰，共同等待喜庆时刻的到来。

12时40分许，习近平来到青岛奥帆中心码头。在雄壮的

乐曲声中，习近平检阅海军仪仗队，随后登上检阅舰。

13时许，检阅舰鸣笛启航，驶向阅兵海域。

此刻，人民海军 32艘战舰威武列阵，战机振翅欲飞，

远涉重洋前来参加庆典活动的13国海军18艘舰艇整齐编

队。

14时30分许，检阅舰到达预定海域。海军司令员沈金龙

报告受阅部队准备完毕，习近平下达检阅开始的命令。激昂

的《分列式进行曲》在大海上响起。

受阅舰艇分成潜艇群、驱逐舰群、护卫舰群、登陆舰群、辅

助舰群、航母群破浪驶来。受阅飞机呼啸临空。

大海滔滔，铁流滚滚。自1949年4月23日从江苏泰州白

马庙启航，人民海军在党的指引下，一路劈波斩浪，逐步发展

成为一支能够有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海上武装

力量。

受阅舰艇通过检阅舰时，一声长哨，官兵整齐站坡，向习

主席致敬。“同志们好！”“主席好！”“同志们辛苦了！”“为人民

服务！”军乐作伴，涛声作和，习近平的亲切问候同官兵的铿锵

回答相互激荡，统帅和官兵的心紧紧连在一起。

新时代，新航程。习近平对人民海军建设高度重视，先

后多次视察海军部队，发出“努力把人民海军全面建成世界

一流海军”的号召。人民海军正以崭新姿态阔步向前、逐梦

海天。

15时许，检阅舰调整航向，向参加庆典活动的来访舰艇编

队驶去。

国际舰队检阅，是海军这一国际性军种特有的海上礼仪

活动，是世界各国海军友好交流的一种独特方式。

俄罗斯、泰国、越南、印度、日本、菲律宾、孟加拉国、文莱、

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缅甸等国的舰艇悬挂代满

旗，按照作战舰艇、辅助舰船的顺序，以吨位大小排列，依次通

过检阅舰。

习近平向各国官兵挥手致意。各国海军代表团团长在检

阅舰后甲板就座观礼。

15时30分许，在《友谊地久天长》的乐曲声中，庆祝人民

海军成立70周年海上阅兵圆满结束。

许其亮、丁薛祥、魏凤和、王毅等参加活动。

习近平出席庆祝人民海军成立70周年海上阅兵活动

4月23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70华诞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在青岛举行的
庆祝人民海军成立70周年海上阅兵活动。图为习近平检阅舰艇编队。 新华社记者 李刚 摄

4月23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70华诞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在青岛举行的庆祝
人民海军成立70周年海上阅兵活动。图为习近平检阅海军仪仗队。 新华社记者 李刚 摄

本报讯（记者粘青 实习生于小博）
4月22日，四平市梨树县人民法院、吉

林市船营区人民法院、延边州中级人民

法院分别公开宣判3起涉黑案件。

四平市梨树县人民法院依法公开

宣判赵海等被告人组织、领导、参加黑

社会性质组织案。

法院经审理查明，自2013年以来，

以被告人赵海为组织者、以被告人赵

巍为领导者，以被告人刘国军、王昱泽

等人为骨干成员的黑社会性质的犯罪

组织，长期在双辽市周边及双辽市辽

西街吉兴村等地，有组织实施违法犯

罪活动，通过实施聚众斗殴、寻衅滋

事、非法拘禁、非法占用农用地、敲诈

勒索、赌博等犯罪活动攫取经济利益，

巩固经济基础。该组织为维护在当地

的强势地位，依托强大的经济基础，大

肆实施多种暴力犯罪，为非作恶，欺

压、残害群众，在社会上造成重大影

响，严重破坏了当地经济和社会生活

秩序，给当地群众造成心理恐慌，在当

地造成极其恶劣影响。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赵海等人

形成了人数较多且稳定的犯罪组织，通

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获取经济利益，称

霸一方，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依法

认定被告人赵海犯组织黑社会性质组

织罪、敲诈勒索罪、聚众斗殴罪、寻衅滋

事罪、非法拘禁罪、非法占用农用地罪，

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

年，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认定被告人赵

巍犯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非法拘禁

罪、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赌博罪，

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

年，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认定被告人刘

东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聚众斗殴

罪、寻衅滋事罪、赌博罪，判处有期徒刑

16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1万元。

对其他14名以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定

罪的被告人，根据具体罪责分别判处14

年6个月至1年6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及

处罚相应财产等。

吉林市船营区人民法院对孙绍亢

等11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案

进行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

法院经审理查明，自2016年4月以

来，被告人孙绍亢网罗纠集有违法、犯

罪前科的人员和社会闲散人员，多次共

同实施违法犯罪活动，逐渐形成了以被

告人孙绍亢为组织、领导者，被告人刘海

龙等4人为积极参加者，其余10人（其中

4人未到案）为一般参加者的犯罪组

织。该组织为攫取经济利益和“扬威立

腕”，长期、持续、多次非法攫取钱财，系

列实施强迫交易、逞强斗狠、随意殴打他

人、敲诈勒索、传授犯罪方法、设计陷害

他人、非法讨债、跟踪滋扰、扰乱生产秩

序等违法犯罪活动， （下转第四版）

四平吉林延边公开宣判涉黑案件

4月22日，四平市梨树县人民法院

依法公开开庭审理赵海等人组织、领

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这一黑社

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公开宣判，以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的成效回应人民群众的强

烈期盼，彰显了有黑必扫、除恶务尽的

坚定决心。记者采访了法律专家和律

师代表，请他们深入解读这一案件。

本案中，赵海等犯罪分子触犯了组

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聚众

斗殴罪、寻衅滋事罪、非法拘禁罪、敲诈

勒索罪等犯罪。如何认定其为黑社会性

质组织？吉林警察学院法律系副教授王

琳琳认为，在2018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

联合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发

布的《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

问题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黑社会性

质组织应同时具备《刑法》第二百九十四

条第五款规定中的“组织性、行为性、经

济性、危害性特征”，并具体列出了十类

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和重点地区的黑恶

势力犯罪。但是实践中许多黑社会性质

组织这四个特征不是特别明显，在具体

认定时，要结合立法本意，认真审查、分

析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四个特征相互间的

内在联系，准确评价，不枉不纵。

结合本案，王琳琳说，本案中赵海、

赵巍、刘国军等人经常纠集在一起，人

数较多，形成了稳定犯罪组织。并有组

织地多次通过持枪持械聚众斗殴、非法

拘禁且殴打侮辱被害人、寻衅滋事、敲

诈勒索等犯罪活动获取经济利益，为非

作恶、称霸一方、欺压残害群众，在一定

区域内形成非法控制，严重破坏经济秩

序和社会秩序，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后

果。所以，本案中，赵海等的犯罪行为

被人民法院认定为组织、领导、参加黑

社会性质组织罪。

针对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

组织罪的法律规定，北京大成（长春）律

师事务所刑事业务部主任马丽敏律师

解释说， （下转第二版）

有黑必扫 除恶务尽
——专家解读涉黑案件

本报记者 粘青 实习生 于小博

4月的白山，山林吐绿，春意盎然。

全市的项目建设如火如荼，一片生机。

4月18日，在白山经济开发区白山

泵业搬迁改造项目厂址，2019年吉林省

“三早”行动项目集中开工白山分会场

设立于此，白山市委书记张志军通过视

频宣告：今天，69个5000万元以上项目

集中开工。

今年白山市集中开工的重点项目，总

投资284亿元，年度计划投资52.4亿元。

其中亿元以上项目52个，10亿元以上

项目4个，100亿元以上项目1个，涵盖

了产业制造、基础设施、社会民生、房地

产等各方面。

近年来，白山市坚持生态立市、产业

强市、特色兴市，深入实施“3331”发展战

略和十大工程（战役），围绕改造提升煤、

林、铁“老三样”，全力打造矿产新材料、矿

泉水、医药健康、旅游和现代服务业“新五

样”产业体系，持续推进“抓环境、抓项目、

抓落实”，加强项目谋划储备，加快落地实

施，着力扩大有效投资，以项目建设推动

绿色转型发展，以项目建设加快新旧动

能转换，以项目建设补齐基础设施短板，

以项目建设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奋力开创新时代白山绿色转

型全面振兴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同样是在白山经开区，异地新建

厂的还有全市医药健康产业的龙头老

大——施慧达药业集团（吉林）有限

公司。 （下转第四版）

满 目 葱 茏 气 象 新
——白山市推进“三早”项目建设见闻

本报记者 王春宝 实习生 关平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