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李宝
森）6日，记者从哈尔滨市气象台了解到，本
周哈市气温异常，全市有两次降雪，气温先
升后降。

本周全市有两次降雪。9日夜间到 10
日白天，全市有阵雪，为小雪量级；11日夜间
至 12日白天有分散性阵雪。本周其它时段
天气以晴为主。

本周全市气温前升后降。5日受高空暖
脊的影响，哈市主城区白天最高气温达到
4.4℃，和 1975年 12月 1日并列为 1961年以
来 12月上旬日最高气温的第 11位；6日，受
弱冷空气影响，气温较5日略有下降；预计7
日至 9日，全市持续受暖空气影响将明显升
温，最高气温将普遍为0℃以上，其中9日最
高气温将再度达到 4－5℃，有一定的异常
性。

历史相似的有：1968年12月上旬共7天
最高气温 0℃以上，1979 年 12 月 2－6 日、
1990年12月4－8日均出现了连续5天最高
气温0℃以上的情况。

10日起至12日，气温将持续下降，预计
12 日夜间全市最低气温北部和东部将降
至－24～－20℃，西部和南部可降至－20～
－16℃。

本周两次降雪过程前后均伴有大风，8
日夜间至9日夜间、12日下午至13日全市平
均风力为 4～6级、阵风 7～8级；7日夜间至
8日上午和11日夜间至12日上午风力较小，
平均风力 1～3级，局地易出现雾、霾；本周
其它时段平均风力2～4级。

建议：降雪天气导致的道路结冰和低能
见度，对交通有不利影响。8日夜间至 9日
夜间、12日下午至13日风力较大，请加固温
室大棚、畜禽设施、广告牌、临时建筑物、围
挡等，建筑工棚、危旧房屋等需做好防雪防
风加固，加大巡查力度。本周气温升降幅度
大，防疫人员及公众外出请适时增减衣服，
避免感冒等呼吸道疾病发生。7日夜间至 8
日上午、11日夜间至12日上午时段风力小，
局地易出现雾、霾，能见度低，请注意交通安
全，燃煤取暖注意通风，谨防一氧化碳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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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薛
婧 李爱民）为激发校所、企业、服务机构
等推动、参与科技成果转化积极性，加快
推进科技成果就地转化和产业化，支撑和
引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哈尔滨市制定
《推进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实施方
案（征求意见稿）》，并于 6日在哈尔滨政
府网站公开发布进行意见征求。

《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确定了明
确的工作目标：到2025年，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激励机制初步形成，转化体系更加完
善，转化渠道更加顺畅，转化绩效更加显
著，大学科技园成果转化、孵化能力明显
提升，校地协同创新更加高效，校所科技
成果在哈转化数量大幅增长。该实施方
案主要从支持重大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化、
企业转化科技成果和开展科技产业化服
务三方面进行财政经费支持。对于项目
管理则坚持“信任为前提，履诺为标准”原

则，采取自我管理为主，监督检查为辅的
方式，对项目承担人给予信任，对违诺者
给予严惩。

支持重大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化。对
科技含量高、市场前景好、经济效益显著
的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创业项目，
根据研发投入、市场前景等指标，给予最
高 1000万元财政经费支持。申报条件：
申报单位为在哈校所科技人员在哈市创
办的科技企业；项目成熟度高，已进入中
试、试生产或产业化初始阶段，符合哈市
重点支持产业领域；项目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且无产权纠纷；对制造业创新产品纳入
哈市《创新产品目录》、新药类项目一般须
完成Ⅱ期临床研究、医疗器械项目已完成
样机（样品）检验的，给予优先支持。

支持企业转化科技成果。引导科技企
业承接校所科技成果，实施科技成果转化，
促进一批科技成果加速产业化。根据研发

投入、技术合同成交额等指标，给予企业最
高1000万元支持。申报条件：申报企业应
是在哈市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企业；申报企
业应具备良好的研究开发能力和产业化条
件，资产及经营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
筹措能力，承诺匹配资金额度不低于市拨
经费额度，上年度研发投入不低于500万
元；经认定登记的承接或转化校所成果技
术合同成交额不少于200万元。

支持开展科技产业化服务。支持高
校院所、企业设立市场导向、机制完善、运
行高效的技术转移服务机构，按照年度绩
效，择优给予最高100万元的奖补。鼓励
行业协会、商会等，组织天使投资、创业投
资等社会资本，围绕校所科技成果转化开
展投融资活动，根据年度促成融资到账金
额的2％，择优给予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
组织最高200万奖励。采用市场化机制，
引入专业的服务机构，运营“哈尔滨科技

产业化服务平台”，推动科技成果转化高
效对接。申报条件：支持技术转移服务机
构奖补条件为服务机构需通过市级科技
部门备案，服务机构年度服务技术合同登
记方不少于5家，服务机构年度开展服务
活动不少于10场，搜集、整理有效技术需
求和科技成果各不少于10项，服务机构年
度完成技术合同认定登记项数不少于300
项或技术合同成交额不少于1亿元；支持
行业协会、商会开展投融资活动条件为社
会组织需经市民政部门登记备案，且无不
良信用记录，开展的投融资活动需事前在
市级科技部门备案，投融资对象应为在哈
校所科技成果转化项目或承接校所科技
成果的科技企业；支持科技产业化服务平
台市场化运营条件为运营机构具备独立
法人资格，运营机构具有科技成果转化工
作经验，拥有专职转移转化工作人员不少
于3人，同时具有平台技术维护团队。

《推进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发布

科技成果转化最高支持 万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韩
丽平 韩波）记者从哈市商务局获悉，目
前哈市生活必需品市场货源充足，品种
齐全，品类丰富，价格基本稳定，完全可
以保障全市居民正常消费需求。

从监测情况看，近期哈市 30种主
要蔬菜累计平均批发价格 5.84 元/公
斤，大白菜、土豆、茄子、辣椒、黄瓜、豆
角等常食用蔬菜价格稳定，个别品种价
格有升有降，小范围上下浮动，哈市整
体菜价均在合理范围内。

目前，哈尔滨市内哈达、润恒、龙园
等 3个农产品批发市场正积极组织蔬
菜货源，加大进货量和库存储备量。3
家大型农贸市场蔬菜日库存量 6500吨
左右，可以满足哈市居民3-5天常态消
耗量，完全可满足市民蔬菜供应。目
前，哈市肉菜政府储备已入库，猪肉在
库储备共计2240吨，可供城区居民7天
肉类需求，储备清真牛羊肉 200吨，可
供特殊饮食人群20天牛羊肉需求。蔬
菜储备量为8850吨，可供城区居民5天
需求。一旦市场出现短缺价格大幅上
涨，哈市将及时启动投放程序。从商品
品类看，无论是米、面、油、肉、蛋、奶，还
是水产品、水果、蔬菜等品种丰富、应有

尽有，部分快销品，如方便面、火腿肠、
速食食品等更是品种繁多，完全能够满
足消费者日常消费及个性化需求。

据悉，本轮疫情发生以来，哈市商
务局全力做好疫情期间市场供应保障
工作。

启动保供专班。及时启动了由哈
市商务局、市场监管局、市粮食局、市农
业农村局等组成的市保供稳价工作专
班，全面形成多部门协同联动的市场保
供工作机制。

加强监测分析。启动生活必需品
监测日报制度，设立专职监测联络员，
对重点监测企业 17类 76种商品价格、
进货量、销售量、库存量等进行监测分
析，即时研判预判。

加大货源组织。指导协调大型商
超和蔬菜批发市场等重点商贸流通企
业，通过扩大外埠采购等措施，加大货
源组织，丰富商品种类，增加市场有效
供给。

关注运输通道。针对受疫情影响
部分区域、道路封闭管理，限制人员和
车辆通行，生活必需品物流运输不畅等
情况，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地区，帮助保
供企业畅通运销渠道，确保生活必需品

供应及时。发挥线上平台购物作用。
除线下购物渠道外，市民可以在中央商
城、松雷、远大、哈一百、正阳家园、苏宁
易购、家得乐等 44家商场超市小程序
或APP平台上购物。

同时，哈市粮油市场整体供应稳定，
批发、零售企业米、面、油品种齐全，货源
充足，价格平稳，百姓购买秩序井然。

据了解，哈市粮食部门强化市场监
测，疫情防控期间第一时间采取日监
测、日报告和日常调度制度，每天指定
专人对哈市重点批发、零售、贸易和加
工企业开展价格、库存监测，实地调查
走访超市门店，与家得乐、家乐福、大润
发、中央红小月亮等部分连锁超市门店
粮油销售人员互动沟通，及时掌握市场
变化第一手情况。哈尔滨市粮食局建
立起全市成品粮油库存监测机制，每日
监测全市成品粮油库存动态，引导涉粮
企业适当增加成品粮油库存，满足应急
需要。同时开展应急调度，对香坊粮食
物流中心等重点企业应急保供工作进
行督导，确保工作落实。

为进一步提高粮食应急反应能力，
哈尔滨市市本级粮食应急保障中心日
前成立，主城区 10户粮食加工、贸易、

购销企业建立起应急企业联合体，承担
主城区粮食应急加工、储运、配送等应
急工作，有效提高了从原粮出库到成品
粮供应的全环节应急能力。目前，各成
员企业全部进入应急状态，能够迅速开
展应急保供工作。

日前，哈市粮食局下发加强粮油市
场保供稳市工作通知，要求各区、县
（市）、各级应急保障企业密切关注市场
变化，适当增加成品粮油库存，做好各
项应急保供准备工作，确保粮油市场供
应不发生任何问题。

监测数据显示，12月 6日，哈市固
定品种、固定品牌、固定规格的大米零
售价格每公斤在 5.85-9.20元之间，平
均 价 格 7.57 元 ；面 粉 每 公 斤 在
4.20-6.98元之间，平均价格5.69元；5L
每桶大豆油在 67.00-72.90元之间，平
均价格69.42元，与前期基本持平。

重点监测的 27户粮油加工企业，
原粮日加工能力 26329吨，成品粮油日
加工量8345吨，企业原粮库存充足，生
产加工运转正常。

据悉，哈市粮食局将持续关注市场
动态，及时采取针对性措施，做好各项
应急准备，确保粮油供应安全。

加强货源组织 强化应急管理

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薛婧 李爱民）6日，“开放式创新”论
坛暨中俄智能制造对接会在哈尔滨、
深圳、镇江和莫斯科两国四地以视频
连线方式成功举行。

会议由俄罗斯联邦科学与高等教
育部、俄罗斯仪器制造和信息通讯国
际联盟主办，哈尔滨市科学技术局、镇
江市科学技术协会、深圳证券信息有
限公司联合主办，燧石星火V－Next、
哈尔滨市国际科技合作交流协会、镇
江哈工大高端装备研究院承办。

会上，9个俄方智能制造项目通
过层层筛选脱颖而出，进行了线上路
演对接，涉及汽车零部件、无人机系
统、自动化检测、人工智能等多个领
域。中俄双方就项目的研发进程、应

用场景、合作方式等内容进行了深入
沟通交流，并表达了开展进一步合作
的强烈意愿。双方表示，待疫情结束
后，将通过线下合作方式，全力推动项
目落地转化。

据悉，作为俄罗斯科技年的一项
重要官方活动，自2012年起，“开放式
创新”论坛在俄罗斯联邦政府的主导
下每年举行一次，是俄罗斯规模最大
的会议和展览，历时 9年已发展成为
创新领域最权威的研讨平台之一。作
为本届论坛的一项重要活动，中俄智
能制造对接会为两国创新主体搭建了
沟通交流和对接洽谈的有效平台，为
推动俄方优质项目在国内落地生根、
双方科技交流合作向纵深发展奠定了
坚实基础。

“开放式创新”论坛
暨中俄智能制造对接会云端举行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韩丽平）记者从哈市国资委获悉，近
日，哈市国资委在出资企业中开展了

“四上”企业再筛查工作。经与统计部
门协调，现已梳理出存量和增量应入
统规上企业12户，预计年营业收入近
5亿元。

据了解，筛查工作通过财务数据
筛选和企业自查双向核实的方式，对
出资企业集团各级次企业进行全面无
死角的初步筛查。在此基础上，通过
借助统计在线系统进一步核实企业情
况，逐户企业对接所在地统计局的方

式进行二次筛查。最终确定了 12户
由于新设立或营收增长等原因未及时
纳入统计范围的企业。截至10月末，
上述企业实现营业收入4.6亿元，劳动
生产总额1.3亿元。

与此同时，在此次筛查中，哈市国
资委还利用出资企业阳光采购交易平
台数据，以出资企业采购中标方年度
累计中标额为基础，以交易额超过行
业入统标准为条件，寻找交易对方具
备入统条件的企业，筛选出36户供应
商，以此作为工作线索供哈市统计局
与供应商协商相关入统事宜。

市国资委出资企业入统筛查见实效
梳理出应入统规上企业12户，预计年

营业收入近5亿元

本报7日讯（高阳 黑龙江日报全
媒体记者马智博）记者从哈市交警部
门获悉，按照哈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
疫情防控工作要求，避免和减少人员
聚集，哈市公安交管部门决定从 7日
起对市区内相关交管业务窗口全面实
行预约办理，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车驾管窗口采取网上预约和电话
预约两种方式。其中，网上预约是在
微信公众号搜索“龙江 e行”，关注公
众号后填写个人姓名、身份证号、手机
号等信息进行用户绑定。绑定成功
后，从“龙江 e行”公众号最下端点击
业务办理，进入页面选择倒数第二项

“预约叫号”，选择哈尔滨交警支队，然
后选择车管窗口地址、事项和预约时
间。

注意事项：每个用户每次只能预
约 1笔业务，办完该预约业务后方可
预约下一笔业务；预约成功后需持身
份证和相关手续到预约窗口办理业
务；未能在预约时间前来办理的，需要
重新预约，而且系统将自动限制24小
时内禁止预约；如因特殊情况不能前
来办理，需提前 3个小时取消预约。
预约前，需要办理保险、购置税、安检

机构检测等相关手续的要先期办理完
毕；需要进行机动车查验的，于当日或
者提前一日到查验岗办理查验，确保
办理业务时手续齐全。

办理违法处罚业务可采取现场预
约、电话预约、网上预约三种方式。其
中，现场预约流程是窗口工作人员通
过叫号机顺序和办理业务人数，安排
办理业务的时间。当事人需到现场领
取预约单，按照指定时间前往窗口办
理业务。网上预约流程是在微信公众
号搜索“龙江 e行”，关注公众号后填
写个人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等信息
进行用户绑定。绑定成功后，从“龙江
e行”公众号最下端点击业务办理，进
入页面选择倒数第二项“预约叫号”，
选择哈尔滨交警支队，然后选择车管
窗口地址、事项和预约时间。

注意事项：确需到窗口办理违法
处罚业务的务必带齐驾驶证、行驶证
和身份证。

哈市公安交管部门提醒办事群
众，互联网交管 12123平台可以办理
的交管业务，尽量实行网上办理，补换
领驾驶证和免费领取年检贴业务必须
在互联网办理，窗口不予办理。

公安交管相关业务实行预约办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瑞）记者从哈市园林部门获悉，位于
香坊区油坊街的中国亭园6日发布入
园提示，按照哈市防控新冠疫情相关
要求，中国亭园严格落实限量、预约、
错峰要求，实行分时预约、扫码（健康
码、行程码）进园，接纳入园人数不得
超过最大承载量的 50％，并严格控制
瞬时流量。

预约入园方式：进入亭园前，需要
在网上提前预约，微信搜索公众号“哈

尔滨市香坊区亭园服务中心”，关注公
众号；点击“在线预约”；选择来园日
期，添加人数，输入姓名、电话，提交预
约；保存预约码。入园前，向工作人员
出示预约码，需配合工作人员测温，扫
描“健康码”“行程码”，佩戴口罩方可
进入。

园方同时提醒广大入园市民，进
入亭园后，禁止一切聚集性活动。亭
园为景观公园，禁止携带雪圈、冰刀等
一切冰雪娱乐设备入园。

严控瞬时流量

中国亭园实行预约错峰入园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莉）6日，哈尔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对当日检查发现的落实市防疫指挥部
第 43号公告“应停尽停”及防控“三
宝”措施不到位的 271家经营单位进
行通报，责令停业整顿。

同时，哈市要求全市各市场主体
应进一步强化疫情防控主体责任意
识，严格执行各项防疫工作制度，坚决
落实好各项防疫举措，层层压实疫情
防控责任，共同构建更加牢固的市场
防疫领域安全屏障。

防控措施落实不到位
271家市场主体被通报

为 快 速 发 现
和有效控制传染
源，坚决防止疫情
输 入 、输 出 和 扩
散，7日，哈尔滨市
启动主城区以外
呼兰、阿城、双城3
区和9县（市）第一
轮 全 员 核 酸 检
测。图为哈市双
城区开展全民核
酸检测。刘云聪
黑龙江日报全媒
体记者 蒋国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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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温回升气温回升，，市民户外活动增多市民户外活动增多。。

冰雪融化冰雪融化。。

黑龙江日
报全媒体记者
蒋国红摄

本周冰城气温异常
12月上旬最高温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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