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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摄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赵一诺 丁燕

2019年 1月 3日，嫦娥四号探测器成
功传回世界第一批月球背面近距离探测
数据，揭开了古老月球背面的神秘面纱。
在月表高真空、高低温、带电月尘、复杂月
形月貌等多因素极端环境下，科学家是怎
样保证“嫦娥四号”开启月球背面探索之
旅的？

“老亮了！”2021年 7月 4日，神舟十
二号航天员刘伯明成功出舱，将东北话带
到宇宙。与东北话共同“出圈”的，还有哈
工大为神舟十二号提供的多项航天技术
支撑。航天员身上穿的头部带神灯和传
感器，颜值满分、科技感爆棚的新一代国
产舱外航天服，面对磁暴、高能粒子辐照、
高速微流星和空间碎片等极端空间环境，
如何保障宇航员在中国空间站舱外工作
时的生命安全？

能不能在地球上建一个实验室，用于
模拟太空环境？

在国家“十二五”规划项目建议征集
阶段，哈尔滨工业大学汇聚全球一大批科
学家，把空间综合环境与物质的相互作用
的科研建议提交给了国家。而今，这项被
称作“大科学工程”的“空间环境地面模拟
装置”建设，正在宏图变现实。

为了这一天的尽快到来，哈尔滨工业
大学的一群“拓荒牛”，已经奋斗了16年。

地球上建“地面空间站”
建一座包罗万象的“地面空间站”有

多难？可以综合模拟九大类空间环境因
素、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空间环境地面
模拟装置”从提出建设概念到实施建设，
就花了十余年的时间，大到整座建筑的功
能设计，小到一颗颗螺丝钉的材质，都凝
结着设计师和哈工大科技工作者们的巧
思、热情和想象力。 （下转第六版）

哈工大打造“地面空间站”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宝森 李爱民

日前，《黑龙江省城市供热条例（征求意见
稿）》立法听证会召开，室内温度由 18℃提高到
20℃将在今冬梦想成真，而哈尔滨新区居民已提
前 2 个供暖季感受到了这一“民生温度”。2019
年，新区在哈尔滨率先提出 2006年以后建设的住
宅温度达到20℃以来，政府、供热单位和用户共同
努力，更新管网、增加热源、提升服务，全力实现这
一重要的民生福祉。

为“暖屋子”超前储能
7月26日，记者来到位于哈尔滨新区的我省首

例大型引用俄气供暖的工程——捷能热力电站有限
公司2×80MW燃气热电联产项目建设现场。伴着设
备的嗡鸣声，施工人员不畏酷暑有条不紊地忙碌着。

“6月25日，实现了化学水处理间土建主体封
顶；7月 16日，实现了备品备件库主体封顶。目
前，汽轮机基础已开始施工，综合楼基础土方开始
开挖。”该项目土建经理王斌华说，目前锅炉主钢
架已安装完成，锅炉水冷壁开始安装，空滤器已现
场组装完成，主厂房钢结构已开始立钢架。

据悉，捷能热力电站有限公司2×80MW燃气
热电联产项目总投资 8.2亿元，占地面积为 10.43
万平方米，项目预计于 12月末完成投运并网，投
产后年可利用天然气 3亿立方米，新增供热能力
1200万平方米，加上现在环西热源 900万平方米
供热能力，能够满足以深哈产业园为核心的环西
片区未来一段时期发展增长的供热需求。

同时，黑龙江宏通热力有限公司的生物质热
电联产项目正在如火如荼建设中。据该公司生物
质热电分公司总经理高博介绍，该项目总投资
6.45亿元，占地面积13.62万平方米，分两期建设，
主要建设两台 140t／h生物质高温高压循环流化
床锅炉，配备2台30兆瓦抽凝汽式汽轮发电机组。
目前，一期的一台锅炉，于4月2日投产，目前已满
负荷生产，今年产生的工业蒸汽将供给旁边的太阳
岛大酱厂。待10月二期项目的锅炉投用后，该项
目将实现年发电量4.5亿千瓦时，每小时提供工业
用蒸汽100吨，年供热面积240万平方米。

现在，哈尔滨新区热源有了预先的储备，保证
供热20℃有了更牢靠的基础。

“冬病夏治”不放过一户
为确保每一户室内达标，哈尔滨新区供热管

理部门和热企每年都对区内供热用户摸底调查，
对上一年投诉用户全部走访一遍，找到问题症结，
开展“冬病夏治”。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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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博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韩波 马智博

曾经生硬的铁艺围栏被拆除，环园
伸展的小叶丁香绿篱生机盎然，与逶迤
曲折的环园区新步道交相映衬，令人心
旷神怡。一处标注“国防教育基地”的
石碑旁，黄继光、邱少云、董存瑞等 10
个英模人物塑像巍然矗立，在阳光下熠
熠生辉。崭新的健身器材、独立的球类
活动场地，在绿树成荫的公园内格外抢
眼……1日，打开围栏、提档升级的建国
公园新装开园，周边居民感叹，“家门口
的公园变美了，周边秩序净化了，政府办
实事办到了群众心坎里！”

建国公园地处哈尔滨老城区的中心
城区，始建于 1958年，夏季游客接待量

每天高达4万余人，周边有4条郊区公交
线始末站，13条公交线路站点，因周边
房屋为老旧小区，多年来，建国公园成为
市郊游客及周边老旧小区老年人、外来
务工人员的休闲娱乐场所，环境乱象及
治安问题时有发生。在深入推进党史学
习教育进程中，哈尔滨市道里区委区政
府勇于担当，把公园提档升级与基层治
理作为“我为群众办实事”的重要实践活
动，由建国办事处牵头联合园林、执法、
公安、城管、交警等相关部门在对公园进
行开放式提档升级改造，建国公园“变
身”哈尔滨首个国防教育主题公园，并创
新人防、技防手段肃清公园周边秩序。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道里区聚力打造开放式城市公园，满足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人民群众共享生

态文明建设成果。同时，坚持共享与治理
并重，植入红色基因，为老公园厚植红色
文化底蕴，多措并举展开乱象治理，旨在
推进基层治理再上新台阶，打造高品质宜
居宜游环境，提升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安全感、荣誉感。”谈到建国公园的惊艳蝶
变，道里区委副书记、区长董继文说。

打造开放公园 拓展共享空间
古语道，天下和静在民乐。1日，整

饰一新的建国公园人流熙熙攘攘，很多
市民专程前来“打卡”，一览园内无限风
光。健身区内人们玩兴正酣，园区湖心
岛上新落成的国防教育基地，10个英模
人物塑像前，人们心怀敬意，驻足观赏。
绿树掩映下的建国公园，一派祥和欢
乐。 （下转第四版）

解锁开放式公园基层治理幸福密码
哈尔滨道里区拆除建国公园围墙打造高品质宜居宜游环境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
体记者桑蕾）2021年第四届黑
龙江省旅发大会将于3日在牡
丹江市召开。记者在采访中
获知，省建投集团已经圆满完
成了在牡丹江区域承担的包
含景区和民生两大类 27个项
目的建设任务。8月的牡丹江
正以靓丽的新貌迎接八方来
客。

“胜利完成本届旅发大会
基础设施项目建设重大任务，
是建投集团强化服务省委省
政府决策部署能力的集中体
现，是落实‘旅游强省’战略、

‘为基础设施、安居民生工
程、美好生活服务补短板，
为产业升级作导向’企业使
命的代表作，是扎实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学史力行’‘办
实 事 、开 新 局 ’的 重 要 成
果”，建投集团党委书记、董
事长张起翔说，建投集团既
是伊春、黑河、牡丹江几届
旅发大会的建设者，也是受
益者，承建项目总投资额超
过 100 亿元，在合作共赢中
实现了集团经营领域拓展、
产业布局优化和综合实力提
升。针对本届旅发大会项
目，建投集团全面落实省委
省政府“高标定位、系统推
进、放大效应，全力助推旅游
强省建设”的要求，从集团层
面设立专班和协调机制，与
牡丹江市委市政府密切协
同，举全集团之力确保项目
高起点谋划、高标准实施、高
质量完成，为办好旅发大会提
供了有力保障。

6月 21日，省政府正式批
复省旅投集团并入省建投集
团，省建投集团再次担起助力
旅游强省建设、推动旅游产业
转型升级的重大使命任务，也
形成了打造“最有使命感、最
有打赢能力的大型现代企业
集团”、实现“千亿建投”目标
又一重要战略支撑。

详细报道见五、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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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群众办实事哈工大这样 总书记贺信精神

1日下午，我省乒乓球名将王曼
昱迎来了自己的奥运首秀：在东京
奥运会乒乓球女子团体1/8决赛中，
她2次出场均顺利取胜，助国乒女队
3比0轻取奥地利队，晋级8强。

赛后王曼昱表示，初登奥运赛
场，感觉有稍许的紧张，但更多的是
兴奋、激动。她评价自己的首秀：
“整体表现不错，但后面会一场比

一场艰难，所以还是要做好一
场场打硬仗的准备。”

队友陈梦、孙颖莎都对王
曼昱的首战表现予以了肯
定。女队主教练李隼则回应
说，教练组首战前的主要工作
就是控制年轻运动员的情绪，
防止她们过于兴奋。

图为王曼昱在比赛中。
新华社发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杨镭龙江名将

王曼昱
奥运首秀表现出色

建设中的空间等离子体环境模拟与研究系统核心设备建设中的空间等离子体环境模拟与研究系统核心设备。。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董
盈）日前，2021年全省专精特新企业上市
培训及银企对接会在哈尔滨举办。记者
在会上获悉，今年，由于我省加大力度支
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已频频获得投融资机构的青睐。

本次活动由省工信厅主办、省中小企
业发展服务中心承办。会议采取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方式，省内 15家金融机构、50
余户哈尔滨市专精特新企业及有融资需
求的中小微企业等近百人现场参会，其
余 12 个市（地）工信主管部门组织各地
350余户专精特新、有上市需求企业线上

参会。
此次活动是省工信厅“加强融资服

务、助力企业发展”系列活动之一。记者
从会上获悉，目前我省已被认定的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 13户，国家工信部日前
公示了国家第三批专精特新“小巨人”名
单，我省 22户企业入围，省级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 326户，企业上市融资潜力巨大。
我省近年来不断加大推荐力度，加大融资
服务，创造条件推动专精特新企业优先纳
入拟上市后备企业资源库，协调相关部门
优先给予上市帮扶指导，加快专精特新企
业上市步伐。

在现场，有 4户专精特新企业与省工
商银行、省建设银行现场达成签约，两家
银行共为企业放贷500多万元。

据介绍，今年省中小企业发展服务中
心已开展线下线上融资对接活动 11场，
参加活动人数达 7.6万人次；围绕重点工
业项目、规上企业、重点产业链企业、专精
特新企业征集梳理融资需求项目 900多
个，推送给金融机构进行对接，促进银企
间的信息沟通和融资对接。截至上半年，
已有68户专精特新企业从我省13家银行
获得贷款 26.55亿元，其中有 3户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获得贷款3000万元。

我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获投融资机构青睐

“德尔塔”疫情反弹
该如何做好个人防护

垃圾分类的““安和模式安和模式””

从哈尔滨市“安字片”的改变，
窥城市垃圾处理未来的模样……

曾在哈尔滨转机，入住宾馆……

呼伦贝尔通报6名密接者轨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