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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爱民）日前闭幕的第六届中国·哈尔滨国
际科技成果展交会（简称哈科会）取得丰硕成果：5天内共开
展对接洽谈 237项（次），签署合作协议 74项，占展出项目的
41%，签约率为历届最高。据悉，近年来，哈尔滨市深化对俄
科技合作，紧紧抓住国家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契机，结合黑龙
江陆海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不断创新合作理念，根据重点产
业需求，在办好哈科会的同时，以设立国际科技合作专项、搭
建合作信息服务平台等方式强化对俄罗斯及独联体国家等的
科技合作，成果日益丰硕。

据了解，自 2006年起，哈科会已连续成功举办了六届，签
订各类合作协议 700余项，其中180余项已在哈市进入了合作
研发或产业化阶段。哈科会已成为俄罗斯及独联体国家高端技
术向国内转移的重要平台和实施国际化战略的一个重要举措，
不仅丰富了对俄科技合作的资源，拓宽了合作渠道，而且从更高
层次、更广领域加快了产学研合作，进一步提高了冰城自主创新
能力，加快了产业化进程，创造和储备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哈科

会于2015年走出国门，成功举办了哈科会俄罗斯专场和白俄罗
斯专场，与俄科学院乌拉尔分院签订共建研发平台合作协议。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为了鼓励支持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企业广泛开展科技合作，哈市按照“科技创业三年行动计划”
要求，针对全市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产业技术瓶颈和重点产
业需求，实施国际科技合作专项，进而促进了对俄合作成果落
地转化，有力支撑了对俄科技合作创新创业。哈尔滨博深科
技公司通过引进的“超超临界燃煤锅炉风扇磨煤机轻型耐磨
叶轮”项目，解决了我国该项技术的瓶颈问题，填补了国内产
业空白；哈尔滨奥瑞德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大尺寸蓝宝
石单晶生长及加工技术项目，替代了进口，填补了国内空白，
国际市场占有率居全球前五位……“一大批优秀对俄科技合
作项目已成为哈市对外科技交流与合作的新亮点，这些项目
的实施，不仅缩短了研发时间和效能，并且在掌握核心技术的
同时，实现了重点技术合作的新跨越。”哈尔滨市科技局国际
合作与对俄科技处相关负责人说。

据悉，为了加强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企业对俄及独联体
国家的科技合作，哈市建立了中俄科技合作信息中心、中乌合
作中心、对俄农业中心、对俄工业中心等 9个对俄及独联体科
技合作中心，极大地促进了对俄科技交流与合作向纵深发展；
创建了农业装备国际科技合作基地、黑龙江中医药国际科技合
作基地、七〇三研究所、哈尔滨工程大学、省农科院等 15个国
家级国际科技合作基地，成为对俄创新合作的重要平台。哈市
还加强哈尔滨科技创新城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建设，扩大对俄罗
斯及其他独联体国家的科技合作。目前，基地已入驻 42家单
位 50个国际科技合作项目，涉及装备制造、新材料、节能与环
保、现代农业等众多领域。此外，哈尔滨市国际技术转移服务
中心和哈尔滨市国际技术产权交易中心，为对俄科技合作开展
全方位的跟踪和服务，统筹哈尔滨对俄及其他独联体国家科技
合作信息平台（东方一号网）的资源，承接了国家对俄科技合作
基地联盟信息平台，为科技部统筹管理对俄科技合作基地联盟
和有效合理发挥各市地合作资源优势提供了有力支撑。

哈科会签约率创历届最高 多个平台加速成果转化

哈尔滨对俄科技合作迈上新台阶

□本报记者 韩丽平

22日，哈尔滨工业大学第十届离退休职工金婚庆典在该
校活动中心举行，64对携手走过 50年风雨人生的金婚夫妇欢
聚一堂，共同庆祝半世纪相濡以沫的真情相守。为离退休职
工办金婚庆典是哈工大一个跨度十年的金牌活动，这一举动
不仅是在践行中华民族尊老、爱老、敬老的传统美德，更体现
了这座著名学府对老教授、老专家、老职工的人文关怀。

金婚老人盛装走红毯

鲜花、红毯、洁白的婚纱、漂亮的高跟鞋……22日上午,一
场别开生面的金婚庆典隆重举行，虽然已白发苍苍，但他们依
然是最耀眼的主角，当这 64对老人身着婚纱、西装革履，手挽
着手走过红毯时，脸上洋溢着的幸福完美地诠释了他们“执子
之手，与子偕老”的浪漫爱情。

8时 20分，距离金婚庆典还有 40分钟，哈工大活动中心
的准备室里早已坐满了前来参加活动的老人，不少夫妻已经
化好了妆，穿上了西装、婚纱，等待着典礼的开始，还有一些老
人正在进行最后的定妆。“选西服婚纱、画新娘妆，戴王冠、
有花童、有手捧花，所有程序和现在年青人结婚一模一样，学
校为我们服务的太周到了！没想到活了半辈子，第一次穿上
婚纱的心情比我当年结婚还紧张呢。”一位正在化妆的老人
激动地说。

9时，金婚典礼正式开始，一对对老人在小花童的引领下，
缓缓步入红毯，在温馨的音乐中，老人们登上了金婚舞台，并从
校领导手中接过“金婚婚纱影集”。他们并排而立，携手相伴半
个世纪的爱人在喜庆的中国红的背景前合影留念。“要不是学校
提供的这次机会，我可能这辈子都不会穿婚纱，办婚礼，这么一
把年纪还像年轻人一样，还真有些不好意思。”面对记者的采访
刘阿姨腼腆地说，但眼神与嘴角流露出满满的兴奋喜悦。

50载婚姻见证时代变迁

五十年的光阴、五十年的婚姻，最美的爱情藏在时光里。
从当初的物质匮乏，到如今的国强民富，五十年的婚姻生活不
仅经历了柴米油盐，也见证了时代的变迁。

参加此次金婚庆典的李承志和姜玉芳夫妇也许算不得其中
最耀眼的一对，但回忆50年的风风雨雨，相携相伴的那些日子，
二老既温馨又感慨。李承志老人是北京人，在哈工大工作时，经
人介绍他认识了哈尔滨第一专科医院的姜玉芳。在经过了一段
时间的相处后，两个相爱的年轻人成家了。“一间集体宿舍，两张
单人床并在一起，几盘瓜子，几盘喜糖，我们就结婚了。”李承志老
人说，当年他们结婚很简单，没有仪式，更不可能有婚纱，当时两
个人各自穿了个新棉袄罩就算结婚了。

回想这50年的婚姻生活，李承志老人有一肚子的话说。“我
是个不懂浪漫的人，结婚这么多年绝大多数时间都放在教学和
科研上，但是老伴十分支持我的工作。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
两个人的工资养活一家人，怎么花都捉襟见肘。但是我从不害
怕，因为我们两人个的心在一起，所有难题都会得到解决。”

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李承志老人和老伴也切身体会到
了这一巨大变化。“我在学校工作生活了一辈子，眼看着学校一
天天强大，从我最初上班时仅有一栋楼，到现在高楼林立，学科
带动性强，正在向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迈进，我真是由衷感到
高兴。”现在的李承志老人虽然已 83岁了，但是依然希望能为
学校的发展尽一份力。从异地恋、到两地分居的婚姻生活、再
到团聚在一起共同打拼一个家，现年 77岁的王玉芝和老伴也
在 50年的婚姻生活中懂得了坚守和付出，在经历过了特殊的
年代后，他们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历时10年为爱点赞

“爷爷你真帅，奶奶你真漂亮！”这是金婚老人李喧和于惠

莉夫妇在典礼现场引用孙子看过婚纱照后称赞的话语，话虽简朴
却表达了他们对哈工大发自内心的感谢。哈尔滨工业大学离退
体工作处精心组织为金婚老人拍婚纱照、走红地毯的活动，点燃
了老人们生命的激情，赢得了老职工和家属的一片点赞。

“这已经是我们连续第十个年头为学校的离退休老人举办
金婚庆典了，第一届金婚庆典是在 2007年，当时考虑的就是如
何更好地为老同志服务。哈工大作为一个有着近百年历史的
学校，离退体职工有 3900人，如何为他们搭建起精神家园，更
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是我们的工作重点。”哈工大离退休工
作处处长孙文博至今对第一届金婚庆典记忆犹新。孙文博
说，第一届时他们把所有结婚 50 年及 50 年以上的离退体夫
妇全部请来，有近 200对，当时形式比较传统，大家一起聚餐，
并为每对金婚夫妇赠送纪念品，老人们非常开心，就这样一坚
持就是十年。

提到今年金婚庆典穿婚纱走红毯的创新，孙文博一脸的兴
奋，在平时与老同志的接触过程中了解到，这批老同志在结婚
的那个年代都没有什么像样的婚礼，更不用说婚纱、西装了，于
是他们就想能不能帮老同志们圆了这个梦。说干就干，他还记
得老人们第一次在校园中拍婚纱照时就引起了轰动，许多学生
都感慨于老人们坚贞不渝的爱情，这也让大学生们对爱情婚姻
天长地久有了更加美好的憧憬。

“这些老前辈都是哈工大的功臣，他们品尝过贫穷的艰辛，
也经历过苦难的考验，在哈工大发展最艰难的时期是他们用坚
韧不拔的毅力，无私奉献的精神和辛勤的汗水创造了一个又一
个骄人的业绩，谱写了哈工大发展的诗篇。哈工大的师生员工
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努力。”哈尔滨工业大学纪委书记才巨金
到会祝贺时表示。十年来，哈工大已经累计为近 700对离退体
夫妇举办了金婚庆典，希望通过这种纪念方式把老前辈对工作
的奉献精神、对爱情的执着精神传承下去，同时，引领全社会敬
老爱老的良好风尚。

图为金婚庆典现场幸福的老人们。
本报记者 邵国良摄

纪念浪漫金婚 传承敬老美德
哈工大第十届离退休职工金婚庆典见闻

本报讯（记者李天池）记者日前从哈尔
滨市城管局获悉，为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
市创建成果，服务保障夏季旅游经贸活动，
近日，哈市开启夏季城市环境容貌秩序精
细化管控，管控期间该市将全面修复道路
破损和路面下沉等问题，确保市容市貌整
洁美丽。

据介绍，哈市将集中人力、物力、资金
等，采取大规模作业方式，全面修复道路破
损和路面下沉等问题。稳步推进城市道
路、人行步道板和临街踏步维修，提高城市
道路承载能力和总体完好水平；对路面裂
缝进行灌缝处理，减少和降低路面透水问
题。对全市城市桥梁进行全面养护维修，
修补桥梁缺损设施，对桥梁结构部分进行
有效监控观测，及时处置安全隐患；对桥梁
附属设施定期进行水刷、油饰，保持设施整
洁。此外，还将全面维修、清洗栅栏、座椅、
雕塑小品、建筑物、花坛、花池及公园内道
路、卫生箱等园林设施。

同时，哈市城管部门还将规范占道管理，
做好基建工地、道路挖掘工地文明施工管
理，杜绝场外施工、场外作业、场外堆料现
象，及时修复已交接的挖掘道路沟槽。整修
粉刷建筑工地围挡，水擦洗广告版面；整顿桥
下空间，清除垃圾杂物，设施达到洁净完好。

据了解，哈市还将强化夏季“三时段”
清扫作业模式，对道路实施水冲洗，主干道
每天至少清洗一次，次干道每天清洗一次，
以达到时时干净、处处整洁的管理标准。
继续巩固垃圾收运工程成果，实现垃圾
收集和运输零对接，减少二次污染。居
民庭院实行“全天保洁”作业模式，具备
条件的庭院实施水洗作业，实现庭院管
理标准化。重点区域夜保时间延长至 23
时，达到“即时清扫”质量标准。“三沟一
江”城区段做到每天清扫、全天保洁，全
覆盖管理无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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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石伯叡 王济堂 记者马智博）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
立 95周年，弘扬东北抗联精神，日前，哈尔滨党史纪念馆与牡丹
江市博物馆联合举办《中共东北党史人物之抗日英雄画谱展》。

据了解，本次展出的四十幅东北抗日英烈人物画作是牡丹
江市博物馆聘请画家许弟先创作的。许弟先利用多年时间收
集、研究、整理历史资料，采访写生，创作出近百幅以中共东北党
史人物为题材的国画。其中包括杨靖宇、赵尚志等一大批优秀
的中国共产党员的英雄形象。作品充分展现出这些民族英雄为
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前赴后继与日寇浴血
奋战的光辉历史。据介绍，千余名参观者通过画展穿越历史时
空，回顾中国共产党人为拯救中国、追求真理，不惜抛头颅、洒热
血的可歌可泣的风雨历程。

东北党史人物之
抗日英雄画谱展开展

本报23日讯（记者刘艳）记者从 23日召开的哈尔滨市政府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由哈尔滨市委宣传部、共青团哈尔滨市委员
会等单位联合主办的 2016中国·哈尔滨青年创新创业博览会暨
文化创意产业洽谈会（简称青博会）将于 7月 8日至 10日在哈尔
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C展馆举行。

据悉，本届青博会展览面积 13000 平方米，由共青团创新
创业创优成果展示区、共青团助力脱贫攻坚项目展示区和青
年文化创意及微商企业展示洽谈区三个区域组成，其中青年
文化创意及微商企业展示洽谈区设置 400 个国际标准展位。
在本届青博会上，团市委还将举办“一带一路与青年创新创
业”高端论坛、2016“哈尔滨银行杯”哈尔滨青年创新创业大赛
半决赛、2016“微商+”产业论坛、创业明星导师面对面等活
动。

哈尔滨青博会7月8日开幕

本报讯（记者刘剑）近日，中国未成年人网在全国范围内组
织开展了“美丽乡村 精彩中国”2016全国乡村(城市)学校少年
宫作品征集活动。记者从哈尔滨市道里区少年宫获悉，该单位
成功申请本次活动的“国庆献礼作品展览活动”线下承办单位，
也成为全国仅有的四家承办单位之一。

据了解，哈市道里区少年宫是我省最大的区属少年宫，拥有
承办国际国内大型赛事交流活动的必备条件和成功经验，此次
申办活动，哈尔滨市文明办给予大力支持并授权其面向全市征
集书法、绘画、手工、微电影、数字电子摄影相片及征文。活动旨
在集中展示各地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成果，展现祖国美丽乡村
的建设发展与蓬勃生机，同时为孩子们打造一个展示平台，通过
孩子们的视角，发现乡村的新面貌、新生活、新风尚，培育青少年
爱祖国、爱家乡的情怀。

据悉，国庆节期间，将于道里区少年宫召开本次活动的哈尔滨
市专场展示会，届时将对此次活动征集到的优秀作品进行线下实
物展示。同时，优秀作品通过公益拍卖活动面向社会筹集款项，用
于优秀画作装裱及为偏远、薄弱乡村学校购置活动材料及书籍。

用孩子的视角发现乡村之美
“国庆献礼作品展览活动”面向全市征集作品

本报讯（记者李天池）记者日前从哈尔滨市城管局获悉，为
传递绿色发展理念，传播生态文明，引导市民珍惜园林彩化成
果，提高市民爱绿护绿意识，向市民、游客展示哈市城市园林独
具特色的彩化景观成果，哈市城管局将举办以“发现美景、关注
花卉、保护园林”为主题的哈尔滨“冰城花韵·彩化景观”摄影大
赛。

据介绍，本次摄影大赛题
材为哈尔滨城市内指定点位
的彩化植物景观，分专业组和
美拍组两档，征稿时间为：美
拍组从即日起至 2016 年 6 月
30日；专业组从即日起至 2016
年 7月 3日。获奖作品将获得
物质奖励，并在哈尔滨花卉大
市场和兆麟公园进行展览。

彩化景观摄影大赛征稿启动

□本报记者 李宝森

利用基因工程改造微生物的生物技术将成为未来生物制
药的新路。今年投产的黑龙江威凯洱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就是
这样的一家高科技生物医药公司。该公司投资 1.2亿元打造

“雷帕霉素高产菌种的筛选及生产工艺”项目将极大推动国内

生物发酵行业的发展。
近日，记者来到该企业园区，看到生产厂房和科研大楼已

经投入使用。在微生物发酵车间，众多不锈钢管道交错，两排
从一楼到二楼贯穿的 6个大型罐体，正在生产发酵过程中。
两名工人在检查阀门运行情况。在二楼的生产控制室里，一
排电脑显示着生产中的各项数据。

负责项目的于瑶瑶告诉记者：“每个大罐有 15吨容量。
整个雷帕霉素高产菌种的筛选及生产工艺均属国际先进水
平。去年，公司因这个项目获得了国家产业集群项目资金
1300万元。”

据于瑶瑶介绍，公司利用基因工程技术改造微生物结构、
定向筛选菌种的“雷帕霉素高产菌种的筛选及生产工艺”被国
家科技部中国高科技产业化研究会认定为科学技术成果，成
果水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填补了国内技术的空白。公司现
涉及的领域主要在生物制药方面，有“雷帕霉素”、“FK520”、

“FK506”、“米卡芬净”等世界最强效的免疫抑制剂及抗肿瘤
新药，其多项研发技术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据介绍，目前，国内医药企业的雷帕霉素菌种筛选使用
的是盲选的方法，不但效率低、成本高，发酵水平仅达到
400mg/L~800mg/L左右。公司运用基因工程手段，对雷帕霉
素菌种进行定向的改造和筛选，并对雷帕霉素生产菌种进行

代谢工程改良后，已使高产菌种产生雷帕霉素的能力达到传
统菌种的 4~5倍。在经过提取工艺的优化后，一次结晶可得
到纯度为 98.5%以上的产品，且杂质的含量及种类，均严于美
国市场的标准。

于瑶瑶告诉记者，公司成立之初，首先设立了研发中心，
同时配置国内外先进仪器设备，配合研发中心中试阶段的要
求，为生产雷帕霉素原料提供了物质保障。同时，在政府的支
持和引导下成立了博士后工作站和院士工作站。这两个平台
将在基因工程改造微生物菌种领域，致力于通过对雷帕霉素
生物合成途径的遗传改造，获得新一代稳定高产的代谢菌种，
研发抗肿瘤药物、疫苗等等生物药，打造基因工程药物研发平
台。更重要的是，公司将通过为国内相关医药企业提供技术
服务，引导国内企业采取定向筛选的方法，改造生物医药发酵
的工业菌种，优化工艺流程，既能够提高产出率，减少能耗、降
低成本，又能够产生高额经济效益，大大推动国内生物发酵行
业的发展。

图为工人在检查设备运转情况。 本报记者 李宝森摄

“雷帕霉素高产菌种”项目投用

威凯洱：国内生物发酵行业领跑者

大项目直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