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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往开来的世纪伟业
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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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赵一
诺）6月 3日，风云四号B星作为风云四号
系列首颗业务卫星在西昌成功发射。7月
1日，风云四号B星成功获取首批高精度
高时效可见光观测图像，这是人们第一次
可以肉眼清晰地看到分钟级的“风起云
涌”变化过程。此次B星最新装载的“杀
手锏”静止轨道快速成像仪是实现这一功
能的关键载荷。哈尔滨工业大学吴晓宏
教授团队承担了快速成像仪箱体和遮阳
罩的研制任务。

吴晓宏教授团队经过刻苦攻关，开发
了一系列导电、导热、消杂光功能材料，研
制出我国首个超低污染、高稳定的导电导

热结构功能一体化复合材料箱体，以及首
套高效杂散光抑制、超低污染的静止轨道
气象卫星用蜂窝夹层结构复合材料遮阳
罩，为快速成像仪获得更高清晰像质提供
了有力保障。

静止轨道快速成像仪，可对 2000 公
里×2000公里的区域实现每分钟一次的高
频观测，小区域的成像时间更短，且在国
际上首次实现静止轨道250米空间分辨率
全天时观测，大幅提高了卫星对尺度较
小、持续时间较短的天气现象的观测能
力，在短时临近的天气预报方面发挥重要
作用。

据中国气象局消息，7月 1日，我国新

一代静止轨道气象卫星风云四号B星成
功获取首批高精度高时效可见光观测图
像。这批图像可直观显示对流云团的精
细化结构，时空分辨率分别从 5分钟、500
米提高到 1分钟、250米，提升了中小尺度
云团连续快速监测能力，对强对流天气监
测预警，特别是突发性中小尺度天气系统
监测具有重要意义。

风云气象卫星工程应用系统总设计
师唐世浩表示，风云四号B星让人们第一
次可以用肉眼清晰地看到分钟级“风起云
涌”变化过程，也实现了“哪里有灾害迅速
看哪里”的愿望。此外，B星产品种类显
著增加，可为气象预报预测、防灾减灾、应

对气候变化、生态文明建设，特别是台风、
洪涝、干旱等重大灾害监测预警提供观测
支撑。

风云四号 B 星发射后定点于东经
123.5度，与风云四号A星携手，观测范围
西达印度洋，东逾太平洋国际日界线，可
完全覆盖包括我国国土之外的西北太平
洋、大洋洲等更广阔区域。对台风预报而
言，其不仅可为监测西太平洋和南海海域
的台风位置、强度和路径等提供更佳视
角，也将为“一带一路”气象服务提供有力
支撑。未来，这两颗卫星的图像产品将进
行融合，向公众和应用部门提供无缝隙大
范围的连续观测图像。

哈工大硬核技术助力实现“天有可测风云”

现场直击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贾红路）日前，黑龙江省委决定：隋洪波

同志任伊春市委书记。

隋洪波任伊春市委书记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王迪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狄婕

今年1至5月，我省交通运输基础设
施建设再交亮眼成绩单，累计完成投资
91.8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70%。数字的
背后，包含着科技力量的支撑。记者在
多个项目施工现场发现，告别过去传统
的建设方式，不见以往工人密集的施工
身影，智能化、新工艺成为拉动建设质量
速度的助力器，促进了项目建设效能的
提升，我省交通项目正从会建设走向

“慧”建设。

安全帽里装芯片
自动喷淋代人工

头戴装有芯片的安全帽，预制梁养护
由自动喷淋替代人工喷洒，大桥施工现场、
梁场、钢筋加工场……在项目部的各个现
场，都配有摄像头对大桥建设远程实时监
控，工作人员轻点鼠标就能查看项目的每
一处建设情况……在百大项目鹤大高速佳
木斯过境段松花江特大桥建设现场，智能

成为“主角”，机械成为主力。
站在松花江特大桥江南施工现场眺

望，五个庞大的桥墩伫立江上，履带吊、
汽车吊等大型机械有序作业。日前，松
花江特大桥主桥58号墩主塔施工顺利完
成，比计划工期提前了17天，主桥施工全
面进入挂索区施工阶段。

走进施工现场采访，首先要戴好安
全帽。随行的鹤大高速佳木斯过境段项
目一标段项目总工邱宇龙笑着说，别看安
全帽不起眼，可里面装有芯片，就像是给
汽车装上GPS一样。芯片内贮存着佩戴
者的个人信息，施工人员每人一顶，对号
入座。一方面便于项目部随时查看施工
人员的位置轨迹，另一方面如果施工人员
有什么特殊情况可以更好地保障安全，通
过先进的物联网技术，以北斗卫星定位系
统为基础，实现对压路机、平地机等作业
机械施工的实时监控，便于工地管理。

在二标段预制梁场，记者看到，一些
完工的预制梁正在进行养护，和以往的
人工养护不同，预制梁的上下部配有水
管，9个喷点向梁身上均衡喷水，以保证
梁体处于保湿养生状态。二标段项目副

经理白雨晨说，预制梁的养护是要让梁
体在7天内保持湿润，过去这项工作完全
由人工完成，不管白天黑夜，隔几个小时
就要人工喷淋，很费人力。现在只需要1
个人，拿着手机，用智能软件控制自动喷
淋器，就可以同时完成 32个预制梁的自
动喷淋，既节省人工，还提升效果，增加
了梁体强度。

搬运机器人
日工作量相当4名工人

记者又来到百大项目哈尔滨至肇源
高速公路建设现场，智能范儿随处可
见。走进B5合同段预制梁钢筋加工厂，
半个足球场大的厂房里只有 10多名工
人，但工作的机器可不少。原料存放区、
成品摆放区、加工作业区内，钢筋整齐摆
放，各种机器有序运转。B5合同段项目
执行经理曲剑辉说，以前这样的加工厂
要几十人，可现在只需五分之一的人却
能干出更多的工作量。

在弯箍机前，一个有条不紊工作的
“小家伙儿”吸引了记者的视线，只见，弯

箍机将生产好的钢筋进行弯曲，随后“小
家伙儿”接住加工好的箍筋，捡拾码放到
指定位置上。

曲剑辉说，这是他们引进的搬运机
器人，别看体形娇小，却有大能量，说着
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以前数控钢筋弯箍
机弯制完成后，传统方式是由人工码放
成品钢筋，一名熟练工人每分钟可搬运
和码放几根。搬运机器人的机械手臂负
载 10公斤，每分钟可以搬运和码放成品
钢筋十多根，相当于4名熟练工人的日工
作量，工作成本大大降低。曲剑辉说，搬
运机器人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
成本，更减少了安全风险。

在钢筋加工制作区，工人何冰走到
数控机器旁，轻点屏幕，选择所需要的弯
度，随后和另一名工人杨树敏一起将切割
好的钢筋，弯制成所需的弯度。何冰说，
过去弯制由人工控制，要一根根进行；现
在通过数控机器，可以一次弯制 5根，精
度却比以前更精准。过去由于工作强度
大、耗费体力，这个工作需要 10多个人，
而现在只要他们两个人即可，工作环境也
更加干净了。 （下转第二版）

本报4日讯（邱瑞洁 黑龙江日报全媒
体记者王传来）4日，省委副书记、省长胡昌
升到哈尔滨方正县、延寿县、尚志市经济开
发区部分企业，就县域经济发展、招商引资
项目、产业园区建设等情况进行调研。他
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我
省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省
委决策部署，善于抓最具特色的产业、最具
活力的企业，强化创新引领，提升品牌价
值，以优势特色资源为依托，对接市场需
求，找准县域经济产业定位，尽快打造特色
支柱产业，推动县域经济加快发展。

在方正县经济开发区，胡昌升先后走
入秋然米业公司、畅彩科技公司、荣群精密
刃具公司、中村精密工具制造公司、福肴食
品公司生产车间，参观生产工艺，了解项目
建设和企业经营情况。他强调，要找准县
域经济产业定位，进一步发挥经济园区产
业集聚作用，延长上下游产业链，就近形成
配套企业，既给当地带来经济增量，同时降
低物流成本。要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不
断提高企业科技水平，增加产品科技含量，
将企业迅速做优做强做大。要进一步提升
品牌价值，做好品牌营销，增强产品竞争
力，抢占市场制高点。要进一步加大服务
力度，政府部门要把推动高科技企业发展
真正放在心上、抓在手上，提供全方位全要
素服务，帮助企业解决困难，为企业提供良
好的发展环境。

在延寿县经济开发区和尚志市经济开
发区，胡昌升先后参观了延大牧业公司、香
其食品公司、鼎鑫生物工程公司、华润雪花
啤酒（中国）公司哈尔滨分公司、尚志绿野
浆果公司、蒙牛乳业（尚志）公司等企业。
他强调，农产品精深加工业是县域经济发
展的重要支撑。要充分利用龙江资源优
势，尽快打造特色支柱产业，大力发展农产
品精深加工业，延长农产品产业链，提高农
产品附加值，让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要加
大招商引资力度，争取与国内外大企业联
手，引进战略资本和先进管理，推动企业高
质量发展。同时，食品生产企业要保证产
品质量，为人民群众提供安全放心食品。

胡昌升十分关注项目建设。他来到延
寿县延寿镇供水厂改扩建工程建设现场，
了解项目建设情况，要求加快建设进度，争
取项目早日投产达效；保证工程质量，把民
生项目建成精品工程；严格遵守施工规范，
确保安全生产。在黑龙江德之润农业科技
公司寒地太阳能供暖设备生产加工项目建
设现场，他勉励企业要始终拥有创新精神，
保持行业领先地位。要抢抓碳达峰、碳中
和商机，加快建设绿色能源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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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新工艺成为拉动建设质量速度助力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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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花江特大桥施工现场松花江特大桥施工现场。。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澍张澍摄摄

百姓吃饭大于天
一把麦子一碗米，在习近平总书记

心里有着特殊的重量。
50多年前，在陕西梁家河插队时，

他亲眼目睹过民生之艰。当地老百姓
常说：“肥正月，瘦二月，半死不活三四
月。”春耕时，家家户户把仅有的粮食留
给种地的壮劳力，婆姨带着孩子出去讨
饭。

“我当了六七年农民，那个时候我饿
着肚子问周围的老百姓，你们觉得过什
么样的日子最好，具体目标是什么？”
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在看望参加政协
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习近平总书记回
忆起当年艰苦的知青岁月。

老百姓当时给了他三个答案：第一
个目标，不再去要饭，能吃饱肚子，哪怕

吃糠咽菜都行；第二个目标，就是吃高粱
米、玉米面等纯粮食；第三个目标，当时
是高不可攀——“想吃细粮就吃细粮，还
能经常吃肉”。

几十年来，乡亲们能“经常吃上肉”
的质朴心愿，习近平一直惦念在心。

在梁家河，为增加农田面积，寒冬农
闲时节，他带领乡亲们修筑淤地坝，每次
都带头赤脚站在冰中凿冰清理坝基。

在福建省福州市任市委书记时，他
得知平潭渔业资源枯竭，渔民吃饭困难，
马上召集民政等有关部门，拨了60多万
斤粮食，坚决不让老百姓饿肚子……

一个小小的玉米团子，看似并不起
眼。

在陕北插队时，习近平看到老百姓
吃的是更差的糠团子，就用他的玉米团
子和老乡换，这让一起劳动的老乡非常

感动。后来，当发现老乡并没吃玉米团
子，而把“真粮食”留给壮劳力和孩子，他
心里触动非常大。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
河北省正定县曾是有名的“高产穷

县”，每年粮食征购任务高达 7000多万
斤。有些地方交了征购，农民就没了口
粮，只好到其他县买高价粮。

习近平到正定任职以后，下定决心
要让人民喘一口气——老百姓都吃不饱
了，还不敢实事求是？于是他就和县委
副书记吕玉兰商量，给中央领导同志写
信。经过反映和调查，国家征购减少了
2800万斤，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我们正定宁可不要‘全国高产县’
这个桂冠，也要让群众过上好日子。”习
近平话语平和，却掷地有声。

（下转第四版）

“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
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习近平重视粮食安全的故事

□新华社记者 于文静

“我们这一代人或多或少都有吃不饱、
饿肚子的记忆”。

“在粮食问题上不能侥幸、不能折腾”。
“如果口粮依赖进口，我们就会被别人

牵着鼻子走”。
“即使生活一天天好了，也没有任何权

利浪费！”
……
民为国基，谷为民命。习近平总书记

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问题。一次次考察，他
常常揭开贫困户家的锅盖，了解老乡吃什
么；一次次调研，他深入田间地头，看庄稼
长势、听农民心声；对于浪费粮食的问题，
他高度重视，多次作出重要指示。

哈市松花江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征求意见

水源保护区内禁野炊游泳垂钓
违反单位最高罚十万 个人罚五百

翻开世界各国的史册，不乏繁华的历史，不乏骄人的盛世，但鲜有哪个时代、哪个

国家，能像今天的中国这样，致力于“一个不少”“一个不落”的全面福祉，能在如此广

阔的领域取得如此显著的成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仅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关键一步，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伟大壮举！

慧慧
“田长制”的探索

双鸭山市四方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