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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1日讯（记者李晶琳）端午节3天小长假，人们在多
雨的日子里，迎端午、赛龙舟、享亲水，依旧玩得不亦乐乎。

赛龙舟劈波竞渡

端午节龙舟赛紧张又热烈。9日，由哈尔滨市总工会主
办的 2016年哈尔滨市端午节水上活动暨第二十三届龙舟比
赛在松花江上举行，共有15支企事业单位的龙舟代表队参加
了比赛。齐齐哈尔市在劳动湖上举行了龙舟比赛，12支龙舟
参赛队伍迎风劈浪，场面壮观。

大庆市9日举行了“龙腾百湖”第五届龙舟赛暨2016大庆
萨尔图端午节传统龙舟趣味文化活动，赛前举办了充满浓厚
民族文化氛围的赫哲族祭湖仪式后，大庆龙舟赛历史上首次
举行起龙舟仪式，起龙舟、洗龙舟、装龙头、安龙尾、上鼓插旗

相继而行，由企业职工组成的10支参赛队伍在黎明湖上激烈
角逐。此次比赛也为将于 18日开赛的大庆萨尔图世界名校
龙舟赛预热。

圣水节尽展民俗

8日～9日，2016五大连池火山圣水节暨环火山国际马拉
松赛在五大连池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 14万游客到场参与。
五大连池火山圣水节具有数百年的传承历史，发源于“神鹿
示水”的民间故事。本届圣水节上，舞台剧《神山圣水亘古情
之五朵莲花》运用3D全息雾屏及全新声、光、电多媒体技术，
给游客带来内心、视觉、听觉上的震撼。“圣水祭典”“祈福抹
黑”“抢零点水”等祈福活动，让游客更好地体验了当地先民
的习俗。

亲水游逆转天气

8日晚，数以万计的哈尔滨市民和游人来到中央大街
和松花江两岸，露营、野餐、嬉戏，享受端午节带来的乐
趣。

小长假里亲子游、家庭游仍是主力。天气差强人意，哈
尔滨市的张先生一家约了几家孩子家长，到大庆享受温泉一
日游，让孩子和大人们一同感受亲水游玩的乐趣。今年端午
节小长假第一天适逢高考的最后一天，大庆市各景区景点开
始了节日促销活动，林甸飞泷四季温泉、鹤鸣湖湿地温泉等
景区推出了门票优惠，鹤鸣湖湿地温泉景区还特别推出了针
对哈尔滨游客的直通车。这些优惠措施的推出，受到小长假
游客的欢迎。

端午小长假 龙舟赛亲水游乐而忘返

本报11日讯（记者吴利红）11日，记者从省交通运输
厅获悉，端午小长假期间，省内公路车流量平稳，未发生车
辆拥堵情况，省内交通处于通畅状态。

据悉，9日，小长假第一天，由于天气晴好，省内公路
车流量较大，路政等部门增加对道路巡检次数，及时疏
导车辆。在易发生拥堵的哈伊、哈牡、哈同、哈大等高
速公路收费站内，全部开足收费车道。在车流量集中时
段，收费站工作人员靠前指挥车辆迅速驶离，避免发生拥
堵。

小长假的后两天，我省多地遭遇降雨天气，为了不耽
误百姓出行，省交通运输部门对重点路段进行 24小时监
控，并通过网站、广播、高速公路沿线可变情报版、电子显
示屏等多种渠道及时发布公路路况、公路气象状况、交通
管制等信息，为百姓出行选择合理线路和时间等提供可靠
依据。在降雨集中的路段，交通运输部门还对重点路段、
桥梁等进行安全巡查，确保道路安全。

公路 车流平稳未发生拥堵
本报11日讯（仇建 记者狄婕）11日，记者从哈尔滨机

场了解到，“端午”小长假期间，哈尔滨机场共起降航班886班
次，运送旅客12万人次，与去年相比分别增长10.8%、18.7%。

据民航哈尔滨售票处工作人员介绍，由于端午节假期
时间短，乘机出行成为市民的首选。北京、上海、昆明、西
安、成都、杭州、厦门、青岛、烟台等著名风景区和海滨城市
仍是市民出游的热点。民航哈尔滨售票处统计显示，从哈
尔滨飞往北京、昆明、杭州、厦门、青岛、烟台等城市的航班
客座率达到85%。

同时，凉爽宜人的哈尔滨吸引了众多南方游客来此避
暑纳凉，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厦门、重庆、成都、武汉
等城市飞往哈尔滨的游客比去年同期增长近两成。

随着小长假的结束，旅游流、探亲流叠加，11日，哈尔
滨机场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当日进出港旅客达4.2万人次，
从哈尔滨飞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济南、武汉等城市的
航班客座率达到90%。

民航 运送旅客12万人次
本报11日讯（记者狄婕）11日，记者从铁路部门获悉,今

年“端午”小长假期间，哈尔滨铁路局累计运送旅客 145万人
次，同比增加7.1万人次，增长5.1%。

据悉，小长假期间，哈尔滨铁路局客流主要以踏青旅游、
大专院校学生回家返校为主，直通客流集中在大连、北京方
向，管内客流以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等城际间
为主，辐射周边旅游景区。针对客流流量、流向高度集中以
及外出和返程时间紧密的特点，哈铁增开列车 21对，其中增
开动车组 6对、管内列车 14对、旅游观光列车 1对，延长运行
区段列车两对，提速列车两对，重联动车组列车31.5对，满足
旅客假日出行需求。

另悉，小长假期间，有近千名内地新疆高中班师生在哈
尔滨站登乘开往乌鲁木齐的K1084次直通旅客列车回疆，这
也是他们首次乘坐直通车回家。为做好本次学生运输组织
工作，铁路部门采取加挂硬座车厢、预留团体票、开辟进站专
用通道等措施，为师生回家创造方便。

铁路 运送旅客145万人次

投资3500万元的黑龙江神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高科技企业，该公司生产的微生
物菌种曾搭载“神舟四号”、“神舟九号”和“神舟十号”遨游太空，实现了微生物技术与太空技术的高度结合，他们从中定向
筛选出新的菌株，其中有两项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该公司生产的微生物肥、微生物菌剂系列产品，可为农作物增
产15%以上，畅销全国20多个省（市），受到广大种植户的青睐。图为科研人员在检测微生物菌种。 本报记者 邵国良摄

本报讯（王红蕾 记者张桂
英）作为全省农业科技龙头单
位，省农科院紧密围绕林业产
业发展中的重大技术关键，结
合自身优势，强化源头创新，力
促林业相关产业的技术升级和
结构优化；建立新型产学研机
制积极推进科技成果转化；通
过选育一批优质果树品种、资
源，实施一批产业化示范项目，
着力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效率和
产品附加值，以科技带动林业
产业大发展快发展。

寒地特色果树是我省重要
的林区经济作物。由于昼夜温
差较大的气候特点和独特的土
壤类型，我省出产的野生小浆
果和地产果品不但品质极佳，
而且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自
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在我省科
技政策的重点扶持下，省农科
院园艺分院、浆果研究所、牡丹
江分院等专业性研究机构便开
展了小浆果栽培研究工作，为
全面提升高寒地区地产果品的
综合生产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奠
定了基础。据统计，目前省农
科院已选育出小浆果系列品种
10余个，并在小浆果提纯、抚
育及生物防治等方面拥有了丰
富的技术手段。省农科院园艺
分院、牡丹江分院还在特色优
势果树的资源收集、评价与创
新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工
作，培育了适应我省寒冷气候
条件生长的果树品种；探索出
了果草间作高效栽培模式；选
育的“龙园”系列梨、李子、杏和
苹果以及“绥李三号”等地产水
果生产体系在我省已初具规
模。

与此同时，省农科院近年
来在食用菌、蚕蜂产业及林下
养殖方面也积累了一系列科技
创新成果。如省农科院承担了
国家食用菌产业技术体系牡丹
江综合试验站的建设任务，通
过食用菌精准化栽培、替代料
栽培、菌渣二次出菇、产品保
鲜精深加工等技术的研发和集
成，为我省食用菌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
并相继选育出“牡耳 1号”“牡滑 1号”“牡育猴头 1号”

“黑农球盖菇一号”等 6个优异食用菌品种；荣获省农业
科技进步一等奖的“水稻育秧大棚二次利用—食用菌高效
栽培技术集成与示范”项目，更是将林业与农业发展有机
结合的成功范例。由于在棚室中采取悬挂摆放的方式，在
相同面积下，其摆放数量是传统地栽木耳的数倍。同时，
通过采用玉米芯、豆秸等农作物秸秆部分替代阔叶木屑栽
培平菇、黑木耳等食用菌，有效减少了木材砍伐，保护了
森林和环境。省农科院牡丹江分院与黑龙江省野生动物研
究所合作研发的“东北黑蜂优良品系选育及强群养殖技术
研究”项目已为我省林业经济创造了上千万的社会效益，
解决了森工系统近千名职工转产再就业。省农科院畜牧所
地方猪资源研究与利用团队通过近十年的系统研究，研发
了以民猪为主体的森林猪养殖模式和配套技术，使森林猪
不仅有抗寒、抗病、耐粗饲的特点，而且肉质好，营养性
强，口感鲜香，为利用丰富的林下资源进行生猪养殖开辟
了新途径。

记者从省农科院获悉，为推动全省林业产业大发展快
发展，让“绿水青山”尽快变成“金山银山”，该院正积极与各
地林区开展科技合作，大胆创新科技服务形式，建立合作、
开放、共享的科技服务机制，促进更多的科研成果走出院墙
走进林海。现已完成“黑龙江省农业科技服务云平台”建
设，利用实施“三区人才”项目契机，科学制定方案，利用好
有限项目资金，为合作社、企业、种养大户提供优质服务。
围绕“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通过建设科技示范园区引领、
发展致富项目带动、建立新型经营主体联盟促进、发挥专家
大院咨询、培训功能指导等多种形式，延伸科技服务领域，
提高科技服务质量，大力提升科技创新对林业产业发展的
支撑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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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林业产业快发展

本报讯（记者刘剑）“创新诚信·健康共赢”为主题的全省
2016年“健康龙江行动”日前在哈尔滨启动。

此次“健康龙江行动”由省卫计委、黑龙江广播电视台共
同主办，行动以提高龙江百姓健康素质为宗旨，发挥政府主
导作用，运用媒体宣传优势，调动全社会力量参与，倡导开展
全民健康运动。届时，主办方将携手医疗机构走社区、进乡
村，通过宣讲惠民政策，普及健康知识，义务诊治常见病等多
种方式，服务龙江百姓。

省卫计委、黑龙江广播电视台、省慈善总会、省医学会、
省民营医疗协会的负责人和黑龙江部分三甲医院、优质社会
医院的代表参加了启动活动，旨为汇集优势资源形成合力，
助力“健康龙江行动”。

2016年“健康龙江行动”在哈启动

本报讯（记者董云平）9日，由省文化厅主办，东北烈士纪
念馆、北京鲁迅博物馆承办的“鲁迅的读书生活图片展”在东
北烈士纪念馆举行。

该展览以时间为线索，将鲁迅先生的读书生活分为青少
年时代、苦读岁月、创作与翻译、从教授到自由撰稿人、书刊
的编辑与出版五个篇章。展览展出图片 300余幅，同时配以
相关文字，图片从鲁迅儿时开始，包括社戏台、三味书屋、山
海经、仙台、藤野先生、阿Q正传手稿、自题小像诗手稿等观
众熟悉的内容，都是鲜为人知的珍贵照片，清晰地勾勒出其
知识结构和思想历程，充分展示出鲁迅先生一生辉煌的著述
生涯和高雅的生活情趣。

据悉，该展览展期至6月18日。

“鲁迅的读书生活图片展”举行

本报讯（宋崇真 孟岩 记者曲静）近日，我省首台H986
大型车载式集装箱检查设备在同江海关交付使用。该设备
的使用，使同江海关车辆查验作业从传统的人工检查变为
机检查验，极大提升了监管效能。

据了解，H986大型车载式集装箱检查设备是以辐射成
像技术为核心，集相关技术于一体的大型装备。它借助X
射线的强大穿透能力，不用开箱就能看到集装箱内装载的
货物，适用于货运集装箱及车辆的快速检查，弥补了人工
查验的不足，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缩短了查验作业时
间，降低了进出口企业的通关成本。

据同江海关副关长滕爽介绍，运输车辆停留在检查区
域后，通过H986的扫描，控制电脑上逐步呈现出货物扫描
情况的图像，货物正常的话不用 5分钟就能办完放行手
续。该设备的投入使用，对于提高同江口岸通关效率，推动
口岸繁荣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对同江市打造“龙江丝路
带”的重要节点，对接俄远东地区大开发战略，充分发挥跨
境通道优势，加快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
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同江海关先进设备便捷通关

本报讯（王佳 记者衣春翔）近日，黑河学院美术与设计
学院青年教师牟克系列油画作品《托尔斯泰——战争与和
平》参加了“全俄青年画家美术展览”并获得好评。俄罗斯联
邦美术家协会向牟克颁发俄罗斯联邦美术家协会银质勋章
和证书，肯定了牟克在油画创作和促进中俄艺术交流方面取
得的成就，这是我省艺术家首次获此殊荣。

牟克2004年到黑河学院工作，2015年国家公派在莫斯科
国立苏里科夫美术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牟克的油画作品曾
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七次世界艺术展，与俄罗斯艺术科
学院副院长柳巴温共同举办“庆祝伟大的抗日战争与卫国战
争胜利七十周年——和平的土地”中俄画家联合展览。2014
年 12月，牟克被授予“俄罗斯联邦艺术科学院乌特金奖”，
2015年4月被授予“俄罗斯联邦艺术科学院终身荣誉院士”。

我省青年艺术家获
俄联邦美术家协会银质勋章

本报讯（记者王彦）为提升我省检验检测服务效能，省质监
局建立检验检测机构诚信档案，实施分类监督管理。

省质监局要求，各级资质认定部门建立检验检测机构分类
监管档案，档案内容包括：检验检测机构名称、地址、联系
人、联系电话、营业执照（或事业法人证书）复印件、资质
认定证书及附表复印件、既往监督管理记录、分类发生变化
情况等。根据检验检测机构分类结果以及检验检测专业领域
风险程度，检验检测机构自我声明、年度监督检查、能力验
证、现场评审表现、其他部门反馈的意见、申投诉调查处理
结果、其他渠道获得的信息等，资质认定部门采取年度监督
检查、日常监督检查、投诉调查、能力验证等监管措施，对
检验检测机构实施A、B、C、D四个类别监管。对不同类别
的检验检测机构实施不同的监管频次和管理方式。原则上，

对A类检验检测机构予以“信任”，B类检验检测机构予以
“鼓励”，C类检验检测机构予以“鞭策”，D类检验检测机构
予以“整顿”。

据悉，对被确定为A类的检验检测机构，原则上不将其列
为下一年度的年度监督检查对象。对A类检验检测机构的日
常监督检查一般3年进行一次；对被确定为B类的检验检测机
构，在下一年度的年度监督检查中，可根据情况选择性地抽取
少数机构进行检查。日常监督检查一般每2年实施一次；对被
确定为C类的检验检测机构，在下一年度的年度监督检查中原
则上尽量抽取进行检查。日常监督检查一般每1年实施一次；
对被确定为D类的检验检测机构，在下一年度的年度监督检查
中列为必须检查对象。对D类检验检测机构的日常监督检查
频次每年不少于2次。

省质监局分类监管检验检测机构

（上接第一版）“在哈高新区感觉融资不费劲儿，一个原因是这里
的企业大多是成长性好的科技企业，再一个是哈高新区财政局
积极搭建各类融资平台，中小企业一般没有专门的金融人才，在
这里，哈高新区财政局的每一个人都是企业的金融顾问。”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哈高新区利用房租补贴等优惠政策
和近两年优质入区项目集聚效应，不断吸引金融机构入区经
营，目前已有130多家金融机构为园区企业提供服务。

杨桦告诉记者，随着哈高新区区内配套基础设施的不断完
善和财政贴息、政府投入等扶持政策的相继出台，申请进驻哈
高新区的企业数量显著增加，但从入区企业发展情况来看，大
部分小微企业都是依靠自筹资金慢慢成长的，随着企业的发展
壮大，仅靠自筹资金难以满足企业的发展需要，因此，工商银行
为哈高新区入区的小微企业客户量身设计个性化融资服务方
案，通过对融资期限、利率、担保方式等融资要素的优化，满足
企业融资需求，大大提高审批时效，为小微企业搭建一个多层
次的金融平台，助力小微企业发展。

打样全省 首推知识产权质押担保

哈尔滨科技创新城内 2000多家企业中，绝大多数是高科
技企业，知识产权优势明显，但在贷款融资时却缺少抵押物。为
解决科技企业融资难题，哈高新区出资500万元与哈市财政部
门共同设立了知识产权补偿资金，先后组织近200户有融资需
求的企业与知识产权质押担保贷款操作银行及担保公司对接。

黑龙江省科力科技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是我省首个开展知
识产权质押担保的机构，而哈高新区则是省科力公司的首块

“试验田”。2012年，哈高新区的东安液压、国力电气、中大型
材、帕特尔等几家企业，成为省科力科技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尝
试知识产权质押担保贷款的首批企业。“这几户企业都是哈高
新区给我们推荐的，都非常讲诚信！知识产权变现很难，因此
担保风险极高，通过这次大胆尝试和成功经验，让我们有信心

一直走到现在。截至今年年初，我们已为 14户哈高新区企业
提供了知识产权质押担保贷款2.68亿元，并且业务范围已从哈
尔滨扩展到了全省。”黑龙江省科力科技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赵春杰欣喜地告诉记者，目前，知识产权质押担保贷款
业务已经成为科力担保的主营业务。

中大型材是新模式受益企业之一。“企业当时通过知识产
权质押获得融资 1000多万元，那时正是企业发展缺资金的时
候，这笔资金确实很解渴。”中大型材相关负责人安阔告诉记
者。虽然该企业已在新三板上市，但科力为中大型材的担保服
务一直都延续着。“中大型材企业原材料（PVC)受国际石油价
格波动影响较大，为摊薄成本，每年第4季度是采购高峰，用款
急迫。我公司利用企业专利权质押和房产抵押相结合的方式，
每年都为企业提供1000万元的流动资金，可以为企业节约20%
的原材料采购成本。”赵春杰说。

同样受益知识产权质押担保的还有哈尔滨奥瑞德光电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该企业发展迅猛，通过抵押登记将自有的房
产、土地抵押给银行获得1亿元贷款。由于企业销售额增长迅
猛，流动资金需求始终存在缺口无法解决，在2012年至2015年
期间，省科力公司利用企业10余项专利权和设备作反担保，累
计为企业及旗下子公司提供融资 1.38亿元，拉动销售大幅增
长，助力企业实现其整体战略布局。

做强担保机构 化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

发展融资担保业是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等问题的重要举
措。哈高新区通过出资参与政策性担保机构，在扶持担保机构
自身做大做强的同时，也缓解了哈高新区企业担保需求问题。

2011年哈高新区出资2000万元，参与设立“哈市企信小额贷款
担保公司”；2013年，哈高新区出资1000万元，参股均信担保股
份有限公司。目前，通过各类担保公司累计帮助区内企业融资
4.8亿元，有效解决了企业的资金问题。

“我公司现有员工348人，合作金融机构50家，截至2016年
4月末累计办理担保业务 2400多笔，共近 190亿元。”均信担保
财物总监张建华说，均信担保的业务遍及全省，哈高新区内成
长中的小微企业更是他们的扶持对象。近两年来，他们累计为
哈高新区内企业担保8.6亿元。黑龙江立高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就是在均信的担保下渡过难关得以迅速发展。立高科技属于
轻资产企业，申请贷款缺乏银行认可的抵押物，因此该公司向
均信公司申请贷款担保。经考察，均信了解到立高科技是乳制
品企业综合服务商，公司主要创始人在乳品行业有超过 30年
的经验，公司客户达 300余家企业，营业收入呈稳定上升态
势。于是均信公司灵活地采用个人连带责任和股权质押等方
式作为反担保措施，为企业提供贷款担保 400万元，为企业解
了燃眉之急。2015年1月立高科技成功在新三板挂牌，公司发
展又迈上了新台阶。

“我们以小微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立足哈尔滨、服务黑龙
江，在省内设立 41个分公司，2015年在全省 13个地市 56个县
办理担保业务2026笔，共32亿元，小微企业项目占业务总量的
90%以上。”张建华告诉记者，哈高新区出资参股均信担保，使
得公司资本金进一步增强，企业担保能力也随之提升，同时，政
府部门的引导支持力度也逐年加大，除哈高新区外，哈尔滨市
政府、哈投集团、哈工投集团等都成为均信担保的国有股东，使
均信担保实力和小微业务抗风险能力不断增强。

让金融活水丰满中小企业肌体

本报11日讯（记者邢汉夫）11日，2016年中国赛艇公
开赛在哈尔滨市松北区一湖三岛水域举行，来自亚洲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18支队伍180余名赛艇选手参赛。在当天比
赛中，来自日本的京都大学代表队和杭州万科赛艇队分别
获得大学生组和企业家组冠军。

据了解，此次赛艇公开赛由国家体育总局水上运动管
理中心、黑龙江省体育局、哈尔滨市政府主办，中国赛艇协
会协办，哈尔滨市体育局、哈尔滨市总工会承办。竞赛分为
大学生组和企业家组，参赛的高校队伍有 12支，共 120余
人，分别来自韩国、日本以及香港、中华台北等国家和地
区。此外，深潜企业家赛艇队、哈尔滨市总工会等6支代表
队、65人参加比赛。此次比赛项目为1000米8人单桨有舵
手。在当日比赛中，京都大学代表队、暨南大学代表队、中
国文化大学代表队获得大学生组前三名。杭州万科赛艇
队、上海万科赛艇队、哈尔滨市直机关赛艇队获得企业家组
前三名。

中国赛艇公开赛在哈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