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021年1月2日 星期六 要闻
E-mail：yaowen8900@sina.cn

一、二版责编：郭 涛（0451-84697336）
一版执编/版式：孙彩凤（0451-84655075） 二版执编/版式：史向阳（0451-84655067）

一、二版美编：于海军（0451-84655238）

1 月 1 日，元旦的清晨，哈尔滨温度已
接近-30℃。哈尔滨道外冬泳队的队员们
来到松花江上，用各种姿势从跳台上一跃
而下，在松花江里精神抖擞地畅游，以此来
迎接新年的到来。

本报记者 张澍摄

2021年元旦，刚刚开园的牡丹江市宁安市渤海镇稻草
主题公园，慕名而来的游客与“稻草人”共迎2021年新年的
到来。

张春祥 本报记者 邵国良摄

本报讯（潘铁骊 记者彭溢）2020
年 12 月 31 日，省科技厅联合省卫健
委、省药监局认定的我省第一批15家
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名单公布，包括依
托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建设
的黑龙江省冠心病与心律失常临床医
学研究中心等14个疾病领域中心，以
及依托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建设的黑龙江省重症临床医学研究中
心1个临床专科中心。

此次认定的疾病领域中心还包括
省脑卒中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省乳腺
癌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省肺炎临床医
学研究中心、省糖尿病临床医学研究
中心、省抑郁症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省

病毒性肝炎与结核病临床医学研究中
心、省泌尿系统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
心、省卵巢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省
胰腺炎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省儿童健
康和儿童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省
白内障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省地方病
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省中医心血管疾
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等。

这些中心将建成面向我省疾病
防治需求，以临床应用为导向，以医
疗机构为主体，以协同网络为支撑，
开展临床研究、协同创新、学术交流、
人才培养、成果转化、推广应用的技
术创新与成果转化类科技创新基地，
造福龙江百姓。

我省首批15家临床
医学研究中心出炉

本报讯（记者蒋平）日前，省教育
厅、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共建黑
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签约仪式在哈尔滨
市举行。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主
要负责人，北大荒农垦集团、黑龙江八
一农垦大学相关负责人参加签约仪
式。

依据协议，双方将共建北大荒产
业学院，为农垦培养高素质定制化人

才，服务农垦产业发展；支持共建教育
部“北大荒现代农业产业技术协同创
新中心”“八大教学科研基地”等重大
科技平台建设；支持学校与北大荒研
究院、垦区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开展
校院深度融合，学校设立北大荒研究
院院区，共建教育部“北大荒现代农业
产业技术协同创新中心”等科研创新
示范基地建设。

厅企共建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本报讯（记者徐佳倩）日前，省交
通运输厅、省总工会、省交通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在哈尔滨市松北服务区
举行新建高速公路“司机之家”揭牌
仪式，哈尔滨市松北、四丰山、富裕等
三个服务区的“司机之家”正式投入
使用。

在-23℃气温下，驶进哈尔滨市

松北服务区，走进“司机之家”，免费给
手机充上电，喝上一杯热水，倚靠在舒
适整洁的床铺上稍作休息，货车司机
柳峰十分欣喜:“这儿的环境太贴心
了，这不就是我们司机的第二个

‘家’？”
2019年至今，我省已建成并通过

验收“司机之家”11个。

三个高速公路服务区
“司机之家”投用

来源可查 去向可追
记者直击进口冷链食品追溯平台如何保障食品安全

□文/摄
本报记者 付宇

走进哈尔滨南极
市场冷鲜城，琳琅满目
的肉、鱼、海鲜，让人眼
花缭乱。本该是采购
年货的日子，但冷鲜城
内的消费者却不是很
多。由于近期多地通
报冷冻食品外包装核
酸检测呈阳性，让消费
者对进口食品产生了
害怕抵触心理。

为了让消费者买
得放心，让进口冷链食
品来源可查，去向可
追，近日，我省上线了
进口冷链食品追溯平
台，手机扫码就能看到
食品的各项检测证明，
保障消费者“舌尖上的
安全”。

进口冷链食品追
溯平台，依托“黑龙江
冷链”微信公众号，综
合运用云计算、区块链
和物联网等现代信息
技术，可实现进口冷链
食品全链条追溯。

一货一码保证每批次安全
手机上打开“黑龙江冷链”，通过

个人信息登记后，消费者点击“追溯
应用”，就能看到想购买产品的入境
货物检验检疫证明、进口单证明、新
冠核酸检测报告和消毒证明。而商
家的二维码则是一货一码，一批次的
食品卖完，就要重新申报冻品的各项
检测证明，打印新的二维码，保证每
一批次食品的安全。

走进南极市场冷鲜城科尔沁门
店内，可以看到冰柜内每种肉类上面
都贴着一个二维码，店内代理徐兴慧
正在教进店的消费者使用手机扫码

查看食品的各项检测证明。“最近买
冷冻食品，总是有点心慌，害怕有阳
性病毒，现在扫码就能看到食品从哪
个口岸进来，经过几次检测，让人安
心了！”刚刚买完进口牛肉的消费者
李女士说。

流程场景全覆盖，让病毒无处藏
身。“从疫情开始到现在，南极市场没
有出现一个病例。目前，冷鲜城内的
44家进出口商户已经全面应用‘黑
龙江冷链’，未来几天将实现商户应
用平台全覆盖，让消费者放心购买。”
南极市场副总经理陈刚说。

售卖前多次检测消杀

据了解，南极市场冷鲜城所有
进口食品在入库前，都需经过多次
检疫、检测、消杀等环节，才能到商
家手中，商家拿到货物，还需再次进
行消杀、检测等，最后上传至“黑龙
江冷链”，开始售卖。为了保证一货
一码、货码一致，南极市场还会每天
对商家进行两次检查，将疫情拒到
冷鲜城之外，将安心食品销售出去。

随着经营者的全面注册并运用
进口冷链食品追溯平台进行购销管
理，未来将实现主体全覆盖、全程全
链条、信息全锁定和平台全智能。

目前，该平台已与国家进口冷链食
品追溯系统对接，平台的信息录入、
人员培训、推广应用工作已全面展
开。平台的安全有效运行，将实现
进口冷链食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发挥重要作
用。

下一步，我省在下发进口冷链
食品追溯管理的公告后，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将对没有检验检疫证明、
核酸检测证明、消毒证明和追溯码
的，即无“三证一码”的进口冷链食
品，禁止采购、储存、加工、销售。

新年第一天 乐 黑龙江
元旦小长假首日，中国雪乡景区里家家

户户张灯结彩，喜庆气息扑面而来，游客穿
上花棉袄拍照留念。

“白天推开门是纯净的冰雪童话世界，
晚上仰望天空是满眼的星光月影，住在群山
环绕的木制小屋内，没有城市的喧嚣，有的
是人与自然的融合。”来自哈尔滨的游客郑
先生告诉记者，尽管自己从小就见惯了雪，
但在雪乡也没法淡定。这里的雪是城市里
的雪远远无法企及的，宛如银装素裹的童话
世界，美不胜收!

本报记者 高冠童摄

本报讯（记者狄婕）记者从铁路部
门获悉，自2020年11月全国铁路开展
冬煤保供60天专项行动以来，中国铁
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进一步加大
冬季煤炭运输组织力度，已累计完成
煤炭装车 25 万车、发送煤炭 1652 万
吨，日均煤炭装车 4240车、发送煤炭
28万吨。我省和内蒙古东部地区的
主要电厂和供暖企业存煤量稳定在较
高水平，全力保障区域煤炭供应稳定，
人民群众安全温暖过冬。

我国东北地区进入冬季供暖期较
早，发电供热和居民取暖用煤需求呈
快速增长趋势。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
司按照国家关于冬季煤炭保供的总体
部署，主动与地方政府和重点发电企
业沟通，全面摸清需求，统筹调配运
力，对存煤可耗天数在 7天以下的电
厂，只要企业提出需求并落实好煤源，
立即启动煤炭应急保供机制，量身定

制运输方案，优先保障发电供热用煤
运输需求。

在铁路运输计划、配空、装车、挂
运、卸车等五个主要环节实施优先保
障，重点做好煤炭运输调度，科学调配
装卸人员和机具，确保运煤列车的安
全高效运行，目前，集团公司管内 34
家热电企业库存煤炭 456万吨，平均
可耗天数达22天。

加强重点产煤区的运力安排，用
好滨洲、滨绥、富嫩、图佳等铁路煤运
线路的通道能力，优化车流径路，提升
电煤和取暖用煤主产区的煤炭外运能
力，七台河、佳木斯、鸡西等地完成煤
炭发送 349万吨，内蒙古东部煤炭外
运已完成960万吨。充分利用国家在
满洲里、绥芬河等口岸增加 400万吨
煤炭进口运量的政策，畅通俄煤进口
运输组织，为确保市场供应稳定提供
了有力保障。

保障电煤取暖用煤供给到位
哈铁入冬以来累计发送煤炭1652万吨

本报讯（记者王白石）省环保督
察与被督察地市立行立改同步。接
到省环保督察小组交办的环境投诉
案件后，鹤岗市级领导牵头，部门领
导挂帅，各部门通力协作、攻坚克
难，为百姓解决了一件又一件揪心
事、难心事。本轮督察 15天时间内，
共受理群众信访举报 28 起，已办结
28 起，完成整改 20 起，持续推进 8
起。

为推进督察案件迅速结案，鹤岗
市委市政府督办室联合发文，明确案
件接收、调查处理、反馈结果、责任追
究等要求。同时，建立健全协调保障
机构，设置专人负责，确保高标准、高
质量、高效率做好交办案件的办理、反
馈和整改。对于案件承办单位，实行
一案一专班，收到交办案件后立即开

展现场调查，对照举报问题逐项核实，
确有问题的要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市
里明确要求市信访局、市生态环境局
要做好交办案件的现场核查、材料审
查，确保问题查处到位、整改到位、问
责到位，对交办案件的办理结果要严
格按照时限要求。

矿山生态环境问题一直是煤炭城
市多年难以攻克的顽疾，省第四督察
组将鹤岗市矿山扬尘和矿山“三堆”列
为现场督察重点。鹤岗市委市政府高
度重视，立行立改、迅速部署，从整治
矿山扬尘、企业“三堆”、车辆运输扬尘
入手，全面布局、统筹规划，市、区两级
同时启动了为期 20天的扬尘污染专
项整治，目前已初见成效。

截至目前，已排查整治煤矿、选煤
厂等企业30余家，约谈24人。

鹤岗环保督察举报案件全办结

1 日，大批国内外
游客来到哈尔滨，在冰
雪 世 界 中 喜 迎 新 年 。
虽然室外天寒地冻，但
在哈尔滨太阳岛雪博
会景区，游客徜徉在冰
雪美景中，欢乐无比。

本报记者 荆天旭摄

元旦当天，在哈尔滨松花江冰雪嘉年华园区，游客在体验冰雪项目。150余米长的冰
滑梯、130余米长的雪滑梯、冰雪四驱车、成人卡丁车、雪地极速漂移等项目不仅为游客带
来了全新的玩冰嬉雪体验，也让不少慕名而来的南方游客大呼不虚此行。除了体验各种
冰雪娱乐项目，园区在当天继续向游客送上了新年的第一份礼物——玩偶，让众多游客惊
喜不已。

本报记者 刘欣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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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吕舰 记者李民峰）日前，
大庆禾丰食品有限公司年 8000万只
肉鸡屠宰加工项目在肇州县经开区正
式投产，该项目有效填补了肇州县畜
禽屠宰加工在肉鸡领域的空白，有望
成为带动县域社会发展新的增长极。

禾丰集团作为国家级农业产业化
重点龙头企业，拥有饲料生猪养殖板
块、肉禽产业化板块、原料贸易板块、
综合板块、国际事业、食品业务六大核
心业务，年8000万只肉鸡屠宰加工项
目由禾丰集团全资子公司、大庆禾丰
食品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先期投资

1.79亿元，盘活肇州经开区内“僵尸”
企业闲置资产，同步建设年出栏 3500
万羽肉鸡养殖基地、种畜繁育、饲料加
工等全产业链配套项目。

目前，在屠宰事业线务工的员工
90%都是当地村民，项目陆续达产达
效后，将提供就业岗位850个，年可实
现销售收入 10亿元，利税 1500万元。
据了解，禾丰集团还将投资3亿元，陆
续启动二期和三期项目，全部达产达
效后，可实现年产值 30 亿元、利税
4000万元，增加就业岗位 1200个，带
动养殖户1300余户。

年8000万只肉鸡
屠宰加工项目落户肇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