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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彦

“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
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

哈电集团汽轮机公司军工分厂
铣工董礼涛，是听着这句话成长起
来的。

董礼涛的父母都是哈尔滨市
“三大动力”的老职工，从小他就在
厂区长大，上学、工作、成家，从没有
离开过企业。“可以说，是企业养育
了我，我对企业有着深厚的感情。”

1989年刚参加工作时，看着师
傅们的巧手制造出各式各样闪着亮
光的精美零件，董礼涛既敬佩又羡
慕。“尤其是看到汽轮机转子的时
候，我就想，机加工人实在是太厉害
了。”也在那时，他在心里定下了一
个小目标：老师傅能干的，我也要能
干；别人干不了的，我要想办法干，
而且还要干得好！

1992年，董礼涛参加公司技术
比武，从此连续多年蝉联铣工工种
冠军，先后获得公司“铣工状元”“技
术大王”等称号。27岁成为高级技
师，一举打破公司晋级纪录；参与加
工制造国产首台 30MW燃压机组，
被业界评价为摘取了装备制造业皇
冠上的明珠；先后获得 20余项国家
专利，有300余项技术创新应用到生
产实践中，累计为公司创造价值

8000余万元。
中国制造，当以创新为灵魂。

若突破发展瓶颈、解决深层次矛盾
和问题，根本出路在于创新。

2006 年董礼涛牵头组建铣工
工作小组，专门研究铣工加工技术，
解决生产难题。之后，“铣工工作小
组”渐次发展为“哈汽董礼涛创新工
作室”“黑龙江省董礼涛铣工技能大
师工作室”。2013年，又被评为“董
礼涛国家级铣工技能大师工作
室”。

几年来，以创新工作室为孵化
基地，董礼涛为企业培养了一批高
技能青年人才。他们中有的通过技
术比武晋级为高级技师，有的获得
省市技术能手称号，有的成为哈尔
滨市劳模、“十大创新青年”等，仅晋
升技师、高级技师的就有 47名。董
礼涛为能够参与培养“知识型、技能
型、创新型”职工队伍感到骄傲。

30MW燃压机组是国家 863项
目西气东输管道增压设备。过去这
些制造技术被少数发达国家垄断，
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发展。

2010年，首台 30MW燃压机组
国产化生产攻关的重任落在了董礼
涛肩上，“我明白这分量！核心技术
是国之重器，大国重器必须掌握在
自己手里。”

董礼涛和同事们每天扎在车间

十几个小时，一张图纸一张图纸地
琢磨，一个工件一个工件突破。功
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不懈努力，整套
增压设备核心部套的国产化任务终
于完成，成功摘取了制造业皇冠上
的明珠。

操作的机床早已化为董礼涛生

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坚信，
时代是干出来的，大国重器也是干
出来的！“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
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
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其
中，大国工匠有大责任，更要有大担
当、大作为。”

300余项技术创新应用实践 累计创造价值8000余万元

董礼涛 获得20余项国家专利的人

董礼涛在检查零件精度。 王子祺摄

本报讯（记者闫紫谦）日前，为期3天的2020
年全省志愿服务工作业务能力素质提升专题培
训班在哈尔滨市举办。

本次培训采用集中培训、现场教学和分组
讨论相结合的方式，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省志
愿服务联合会、省志愿服务基金会和省志愿服
务组织相关专家围绕如何做好新时代文明实践
志愿服务、志愿服务体系建设、志愿服务项目化
运作及基金使用、志愿服务支持系统操作等内
容开展专题培训。

本次培训打破了传统单纯授课模式，创新
采用“世界咖啡”会议模式，围绕“黑龙江省创
新志愿服务方式方法”这一主题，将全体学员

进行科学动态分组，通过头脑风暴开展“新时
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项目化建设”“志愿服务
参与社会治理有效途径”“志愿服务组织专业
特色化发展方向”等多轮自定义课题研讨，让
学员对于有效开展志愿服务有了更清晰的理
解和认识。

会议强调，要重点打造组织健全、体系完
备，管理有序、专业齐全，素质过硬、人员稳定的
志愿者专业队伍，不断健全完善志愿服务褒奖
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保障，充分依托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创新志愿服务载体，通过组建“8+
N”志愿服务队伍，丰富志愿服务内容，注重典型
引领，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我省举办专题培训班

提升志愿服务工作业务能力

本报18日讯（记者张磊）18日，
白垩纪黑龙江海伦生物群化石研究
调查成果发布会在哈尔滨华旗饭店
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国地质调查局
沈阳地质调查中心、中国地质博物
馆、中共海伦市委市政府主办。

经国家权威机构的地质研究、
古生物化石领域知名专家学者反复
考察论证，在海伦大峡谷发现的罕
见白垩纪生物群，包括蕨类植物茎
干化石、裸子植物木化石以及恐龙
化石和鳖化石等，极具历史和科研

价值。海伦大峡谷古生物群遗迹是
研究东北地区恐龙时代植被、古环
境、古气候，探讨东亚、西欧和北美
地区白垩纪植物群关系的重要依
据。

中国地质调查局沈阳地质调查

中心副总工程师张立东研究员发布
了海伦市大峡谷古生物调查成果。
调查发现，海伦大峡谷古生物群遗迹
主要有植物化石 3大类，动物化石 4
大类。初步认为海伦大峡谷地层应
属于晚白垩世-新近纪地层。

海伦大峡谷发现罕见白垩纪生物群化石

本报讯（记者宋晨曦）近期，我
省三大农作物进入收购旺季，记者
在省粮食部门获悉，其行情呈现不
均衡态势。大豆现货整体维持偏强
走势，仅局部地区有所下滑；玉米仍
保持上涨态势；稻谷整体平稳，优质
稻价格持续高位运行。

前期我省大豆加工企业不断消
耗原料，库存量持续降低，目前部分
企业建仓补库意愿强烈。受冬季气
候影响，物流运输压力及成本抬升，
导致基层收购量不高。加之大豆贸
易商前期收购成本较高，低价走货
意愿不强。同时，部分农户惜售情
绪较浓，市场供应相对偏紧。企业

收购难度持续增加，部分用粮主体
继续抬价收购，对大豆现货价格提
振明显。截至12月15日，哈尔滨市
宾县禹王植物蛋白有限公司大豆进
厂价 5450元/吨，与上周持平；黑河
市孙吴县宏大制油有限责任公司大
豆收购价 5000 元/吨，较上周上涨
100元/吨；佳木斯桦南县宏安粮油
贸易有限公司大豆收购价 5500元/
吨，较上周上涨100元/吨。

随着省内玉米价格持续拉涨，
基层农户挺价惜售心理较重。同
时，受前期收购成本较高支撑，贸易
商低价走货情绪并不积极，部分库
存略低的加工企业仍在积极囤粮建

库，市场供应仍处在较为紧张的局
面当中，对现货行情利好提振占比
较大，支撑现货行情维持偏强运
行。截至12月11日，中粮生化能源
（龙江）有限公司玉米进厂价 2441
元/吨，较上周上涨51元/吨；讷河鸿
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玉米收购
价 2210 元/吨，较上周上涨 100 元/
吨。绥化青冈龙凤玉米开发有限公
司玉米收购价格为2428元/吨，较上
周上涨24元/吨；双鸭山鸿展生物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玉米进厂价 2310
元/吨，较上周上涨250元/吨。

目前，黑龙江粳稻托市收购已
经启动一月有余，但入库标准严格，

收购数量较少，对市场托底作用并
不明显。一方面今年黑龙江稻谷高
开，随后在没有明显利多和利空因
素的背景下整体平稳。同时，今年
稻谷水分偏大，优质优价行情突出，
优质稻价格持续高位运行。截至12
月 11日，哈尔滨五常市葵花阳光米
业 2020 年新季长粒粳稻收购价
3200元/吨，与上周持平；长粒新粳
米出厂价 5150 元/吨，与上周持
平。佳木斯汤原县香兰米业 2020
年新季圆粒粳稻收购价 2580 元/
吨，较上周下跌 20元/吨；圆粒粳米
出厂价 4000 元/吨，较上周下跌 20
元/吨。

我省粮食行情呈“两升一稳”态势

购销季玉米仍保持上涨态势

大豆现货整体维持偏强走势，仅局部地区有所下滑

稻谷整体平稳，优质稻价格持续高位运行

本报讯（记者郭铭华）17日，我省召开根治
欠薪冬季专项行动推进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分
析当前工作面临的形势，对做好春节前根治欠
薪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

副省长、省根治欠薪领导小组组长沈莹出
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通报了今年以来根治欠薪工作进展情
况并传达了国务院治欠办两起典型案例，充分
肯定了全省根治欠薪工作取得的良好成效。截
至 11月底，我省共为 3292名农民工解决拖欠工

资 5225.8 万元，同比分别大幅度下降 89.26%、
91.67%，未发生重大群体性讨薪事件。

会议强调，要认清形势，提高站位，切实增
强做好根治欠薪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要畅通
渠道，全面排查化解欠薪隐患；实行台账管理，限
时妥善解决欠薪问题；强化惩戒，依法联动处理欠
薪行为；兜住底线，确保春节前实现“两清零”“两
个100%”和“两杜绝”工作目标。要狠抓落实，压
实属地责任，统筹形成合力，强化督导问效，加强
舆论引导，确保根治欠薪工作取得实效。

我省召开根治欠薪冬季专项
行动推进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本报讯（记者吴玉玺）近日，我省印发《关于
实施“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意见》，这
标志着我省“三线一单”成果，即生态保护红线、
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生态环境准入清
单，在全省范围内正式发布实施。

省生态环境厅相关负责人表示，该意见的

发布实施，将提高生态环境保护的科学性、针
对性，对优化区域发展与保护格局、保障人居
环境安全、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协同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具有重要
意义，将为建设美丽龙江提供坚强支撑和制度
保障。

我省实施“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

本报18日讯（记者邢汉夫）18日下午，省委
常委、哈尔滨市委书记、哈尔滨警备区党委第一
书记王兆力主持召开哈尔滨市委常委会议军会
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省委常委
会议军会议精神，总结一年来哈尔滨市党管武
装工作和警备区党委工作情况，研究解决军队
和国防动员建设等方面问题，部署有关工作。

王兆力指出，一年来，哈尔滨警备区和各
区、县（市）人民武装部聚焦备战打仗、深化国防
动员，高标准完成各项任务。特别是在今年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军地协力为打赢哈市疫情
防控阻击战作出了重要贡献。2021年，将开启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要持
续深入学习、坚决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定决
心、再接再厉，担当使命、积极作为，推动各项工
作上台阶上水平。

王兆力强调，要坚持底线思维，强化忧患意
识，重点抓实国防动员准备，继续发挥兵源大市的
作用，着力提升兵源质量，为强军事业输送更多优
质兵员。要持续抓好双拥共建工作，畅通军政联
系沟通渠道，完善军地协同机制，密切军政军民关
系，真心诚意支持部队建设和发展，用心用情帮助
部队办实事、解难题，特别在军人子女就学、家属
就业、军转安置等方面给予大力扶持和帮助。

王兆力在哈尔滨市委常委会议军会议上强调

持续抓好双拥共建工作
帮助部队办实事解难题

本报18日讯（孙莹莹 傅宇 记者谭迎春）18
日，我省召开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
查试点工作推进会议，听取试点县（市）和相关
部门工作情况汇报，对全省普查试点工作再安
排再部署。

会议要求，省普查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特
别是主要任务牵头部门要加强业务培训，组织
专业人员、集中优势力量深入一线指导；要紧密
联系对口部委相关部门，通力合作、密切配合、

协同作战、共享资源。要建立分级质量控制体
系，把好数据完整关、规范关，落实质量控制行
业主管责任。要通过试点阶段找准工作流程要
点，完善本行业实施方案，为全面推开积累实战
经验。试点县（市）和省级重点任务牵头单位严
格按照财政资金管理办法和绩效考核标准，规
范使用普查经费，确保专款专用。省、市、县三
级普查办要不断总结、同步推广试点的好做法
好经验，为普查全面开展打好基础。

我省召开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
综合风险普查试点工作推进会议

本报18日讯（李伟 记者谭湘竹）18日上午，
黑龙江省法院和黑龙江省林区中院联合发布全
省法院依法严厉打击涉及野生动物犯罪情况。

2019年以来，我省法院一审审结非法猎捕、
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和非法收购、运输、出
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
品犯罪及非法狩猎犯罪案件 291 件，判处罪犯
369人。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一审审结破坏野生
动物资源犯罪案件39件47人。审结的案件中，涉

案野生动物有东北虎等18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
动物，马鹿等23种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野猪
等12种“三有”野生动物。

为践行恢复性司法理念，省法院与省检察
院联合制发《关于办理公益诉讼案件若干问题
的意见（试行）》，2019年以来，全省法院开展司
法生态修复工作的涉及野生动物犯罪案件 86
件，收缴生态修复赔偿金98万余元，一定程度上
弥补了因猎捕、杀害野生动物给国家自然资源
和生态环境造成的损失。

我省依法严厉打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

（上接第一版）这种智能化很高的新
设备，一天能完成 15万盒的装盒工
作，完全取代了过去人工包装的低
效生产。

先进的高位立体库是康隆药业
的又一高科技亮点。在仓库中，只
见一辆精巧的叉车正轻盈的行驶在
高大整齐的货架间，它伸出长长的
手臂，轻松准确地取下两层楼高的
十几箱货物，然后运出来。李纯介
绍说，这个高位立体库采用了立体
货架与窄道叉车配合使用方式，能
实现 300%的空间利用率。叉车通

过WMS系统控制，能实现全自动驾
驶工作模式。

“我们的检验仪器配置和分析
能力已达到了研究所的水平。”康
隆药业质量总监翟斌颇为骄傲地
说，公司有各类先进的试验、检验仪
器设备 140余台。化验室的电子天
平结果能精确到小数点后五位；这
里的超高效液相色谱仪、高效液相
色谱仪和气相色谱仪都是世界顶尖
品牌的设备，能精密检测出痕迹量
物质。虽然是一家年轻的民营企
业，但康隆药业自己研发的产品质

量标准，却是全国同类产品最高标
准，已得到国家认可。

“我们企业有国内最大的生产药
罐，也有最小剂量的药瓶。有一款口
服液的规格仅为1.25毫升，专为婴幼
儿及儿童设计。该产品计量精准，便
于服用，同时结合其瓶盖的易撕盖设
计，不仅解决了婴幼儿无法使用吸管
服用的困扰，也避免了目前一瓶普通
口服液分剂量服用造成的污染。该
创新产品填补了市场空白。”康隆药
业商务总监王锐说，“不断的创新与
先进的服务理念，使我们的产品畅销

全国各地。”
随着国家对中药产业的重视，

康隆药业的发展潜力也逐渐显
现。传承发展中药事业，康隆药业
有责任也有信心。康隆药业总经
理惠建梅表示，康隆药业拥有实力
较强的研发团队和创新环境。未
来 5年企业将主要致力于新产品的
研发及原有产品的二次开发，并向
多元化迈进，促进中药延伸发展，
向日化产品、特医食品等多领域拓
展，为将企业做精做强而不断努
力。

康隆药业 以创新赋能中药产业

18日，第21届黑龙江省
雪雕比赛经过 4 天激烈角
逐，在太阳岛雪博会园区落
幕，牡丹江根基艺峰队作品

《同生命共抗疫》（右图）荣获
一等奖。

哈尔滨市第 46 中学校
代表队作品《暂停键》、雕塑
工作室 1 队作品《溺爱》（左
图）获得二等奖；生物雪雕队
作品《斗鱼》、冰雪艺术中心
七队作品《砥砺前行》和蓝色
星球代表队作品《5G 之眼》
获得三等奖。

荣获本届省雪雕比赛
一、二等奖的队伍将有资格
参加本月 22 日举行的第二
十七届全国雪雕比赛。
宋运军 本报记者 刘艳摄

《同生命共抗疫》摘冠

本报18日讯（记者李淅 董云平 张澍）未来
影像熠熠星光。18日，由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
部、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中共哈尔滨市
委宣传部、哈尔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作为支持
单位，融创文化集团和融创中国华北区域集团承
办的首届“未来影像·冰雪电影展”于冰城哈尔滨
隆重启幕。该活动为期 4天，将通过专题研讨
会、影片展映、冰雪短视频及优秀剧本颁奖等系
列活动，聚焦黑龙江影视文化、推介黑龙江特色
冰雪旅游、推动黑龙江文旅产业发展，叫响“北国
好风光，尽在黑龙江”。

文化资源富集，冰天雪地、冰情雪韵更是黑
龙江文化百花园中的亮丽符号。冰雪文化、冰雪
产业也已成为文化强省旅游强省建设的重要支

撑，黑龙江将借助得天独厚的冰雪资源优势，大
力发展冰雪电影产业，不断推出有思想、有格局、
有温度的优秀电影作品，开启黑龙江影视业发展
的新时代。

本届冰雪电影展以“未来影像”为主旨，以
“科幻融入影像，电影创造梦想”为主题，推动冰
雪与电影有机承接。本次电影展将举办 3场电
影产业专题研讨会，届时，导演陆川、作家饶雪
漫、《姜子牙》的导演程腾等影视产业精英，以及
青年学者、业界技术专家齐聚一堂，为黑龙江未
来的影视产业发展贡献智慧。电影展期间，《流
浪地球》《疯狂外星人》《智取威虎山》《被光偷走
的人》《缝纫机乐队》《捉妖记》《我和我的家乡》等
口碑佳作也将重返银幕，为观众提供文化大餐。

首届“未来影像·冰雪电影展”启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