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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摄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邢汉夫

哈西大街打通工程的竣工通车、东二环高架体系完善工程、松新街、兴隆路等
5个跨年结转工程已顺利完成项目收尾和竣工验收……2021年，哈尔滨市在重大
基础设施建设上持续发力，在城建项目上以治堵为重点，经过打通断头路、道路拓
宽改造以及施行跨区域远间隔快速交通体系、服务大项目等三大类路桥建设，缓
解老城区人口饱和、交通拥堵等“城市病”，完善哈市整体交通路网，改善交通环
境。这些重点路桥竣工通车后，不但在拉动经济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释
放了巨大的能量，更为冰城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哈尔滨实施三大类路桥建设

打通“断头路”构建立体交通网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樊金
钢）哈尔滨市政府日前发布《关于进一步
健全和完善临时救助制度的通知》。

据介绍，临时救助是指对遭遇突发事
件、意外伤害、重大疾病或其他特殊原因
导致基本生活陷入困境，其他社会救助制
度暂时无法覆盖或救助之后基本生活暂
时仍有严重困难的家庭或个人给予的应
急性、过渡性救助。

1.支出型救助对象
支出型救助对象认定，原则上其家庭

人均可支配收入应低于当地上年度人均
可支配收入，且人均家庭货币财产为低保
家庭人均货币财产的 1.5倍以内，其他家
庭财产符合当地低保边缘家庭财产状况。

（1）因家庭成员接受义务教育、高中
教育及国家统招中专、大专、本科教育等，
扣除教育支出后，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
低保边缘家庭救助标准的家庭；

（2）因家庭成员进行疾病治疗、残疾
照料等，扣除必要支出后，家庭成员人均
收入低于低保边缘家庭救助标准的家庭；

（3）在实施危房改造、灾后农房恢复
重建过程中，支出较大导致基本生活陷入
困境，且建房面积符合当地政府规定标准
的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分散供养特困人
员、低保边缘家庭、脱贫人口；

（4）市、区县（市）政府确定的因其他
支出造成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
家庭或个人。

2.急难型救助对象
（1）遭受交通事故、火灾等意外事件，

导致基本生活陷入困境，需要立即采取救
助措施的家庭或个人；

（2）因其他特殊原因存在可能危及公
民生命、身体健康或造成重大社会影响，
基本生活陷入困境需立即采取救助措施
的家庭或个人。

3.因灾型救助对象
因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社

会安全等突发事件，落实应急救助后，基
本生活仍然有严重困难的家庭或个人。

4.市、区县（市）政府确定的其他特殊
困难的家庭或个人

符合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条

件的，按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有关规定由
救助管理机构提供临时食宿、急病救治、
协助返回等救助。

急难型救助对象，原则上每人每次救
助金额参照 1-3个月的当地城乡最低生
活保障标准确定；

支出型救助对象，原则上每人每次救
助金额参照 1-6个月的当地城乡最低生
活保障标准确定；

因灾型救助对象，经有关部门救助
后，基本生活仍有困难的，原则上按照政
策规定落实救助；

救助对象困难情况特殊，对基本生活
影响程度较大，可采取区县（市）民政部门
集体研究、一事一议的方式。

哈尔滨明确临时救助政策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智博）在不久前举行的哈尔滨市十
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二次会议上，
《哈尔滨市校车安全管理条例》正式
表决通过。《条例》对于加强校车安全
管理，保障乘坐校车学生人身安全将
发挥积极作用。事实上，该《条例》的
制定、出台是哈尔滨市人大常委会“立
急需管用的法，立特色鲜明的法，立
小而精的法”立法理念的一种体现。

据了解，近年来，哈尔滨市人大
常委会在立法过程中围绕中心、服务
大局、贴近民生，以小切口提升地方
立法的针对性、可操作性。一系列法
规的制定出台为助力全市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

去年10月，《哈尔滨民营企业促
进条例》正式启动实施。该《条例》在
明确职责分工、保障平等准入、强化激
励措施、破解融资难题等方面作了详
细规定。将国家和省、市各项鼓励民
营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用法规的形式
固定下来，该《条例》对于促进民营企
业放心投资、舒心创业、安心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事实上，为了助力地方经
济快速发展，哈尔滨市人大常委会近
年来相继制定并出台了一系列管用的

法规去年2月启动实施的《哈尔滨市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促进条例》作为省
内首部、全国第6部市级地方信用建
设法规，标志着哈市社会信用体系建
设步入“有法可依”的新阶段。

据介绍，近年来，哈市人大常委
会还不断加强民生领域立法，通过立
法保障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
实的权益。去年，哈市出台《哈尔滨
市寒冷季节室外劳动保护规定》，明
确了特定劳动者低温津贴发放条件、
金额标准，成为国内首部明确了低温
津贴的地方性法规；为了应对电梯使
用量快速增长以及大批电梯进入老
旧期的“老大难”问题，《哈尔滨市电
梯安全管理条例》出台，妥善解决了
电梯安全监管体制不健全、相关主体
责任不明晰、电梯更新改造资金难解
决等突出问题。

据了解，在立法过程中，哈尔滨
市人大常委会始终持弘德立法，通过
《哈尔滨市东北抗联文化保护传承条
例》《哈尔滨市文明促进条例》等把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让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逐渐成为市民身体
力行的日常习惯，进而内化为一种生
活方式，让城市更加文明向上。

校车安全管理条例通过

立法小而精 务实接地气

本报讯（柏凡露 黑龙江日报全
媒体记者邢汉夫）为做好“春节”期间
疫情防控工作，按照哈尔滨市常态化
疫情防控督导检查工作安排部署，哈
尔滨市驻南岗区常态化疫情防控督
导检查组通过明查暗访，对酒店宾馆、
商场超市、快递物流、农贸市场等重点
场所展开全方位、拉网式督导检查，确
保各项防控措施到位。自进驻以来，
驻南岗区疫情防控督导检查组累计
检查点位6241处，发现问题478个。

10 日，在位于学府三道街的正
阳楼酒店，检查组针对短时间顾客集
中进店情况进行询问，边督导边引导，
检查组实地查看人员就餐情况、指导
科学消杀、仔细查看预约订餐人员以
及工作人员的健康登记情况，叮嘱一

定要把好“扫码、测温、戴口罩”防疫三
宝这道关。在位于学府路的中央红超
市，检查组一行通过现场体验来检查
督导超市的防疫规范。检查组一行现
场抽查工作人员疫苗接种情况和核酸
定期检测情况，指导商超工作人员对
购物车、顾客存包柜等重点部位进行
消杀，并对冷冻食品进行查看。

“春节”将近，督导检查组将重
点加大辖区内公共场所疫情防控
督导检查力度，对检查中发现的问
题及时反馈至南岗区各街道办事
处及相关部门，并及时开展复查工
作，在落实落细疫情防控常态化工
作的同时，科学宣传疫情防控有关
知识，不断提高广大市民和商户的
疫情防范意识。

南岗区开展节前疫情防控督导检查

累计检查点位6241处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宝森）近日，记者从哈尔滨市血液
中心了解到，在疫情严峻的2021年，
哈尔滨市血液中心通过进校园、进工
厂、进乡镇等方式满足人们无偿献血
的需求，保证了医疗机构不断增长的
临床用血需求。2021 年哈市共有
121605人次成功献血 43.90吨，较上
年增长 4.58%；共有 13355人次成功
捐献机采血小板 22504.5个治疗量，
较上年增长 12.5%，保障了全市用血
安全。

据了解，血液不能长时间储藏，
尤其血小板只有5天的保存时间，每
天要有一定的采血量，才能保证临床
用血需求。2021 年，哈尔滨市血液

中心通过单位集体预约，联系机关企
事业单位，进行预约献血。同时安排
7台流动献血车，按预约进机关、企
业、乡村，及时满足人们无偿献血需
求，把宝贵的血液采集回来。

同时，哈尔滨市血液中心也不断
改善街头献血条件，新建了哈西万达
广场献血小屋、索菲亚教堂广场献血
小屋等，使全市献血小屋达到了 7
个，为无偿献血者提供了更好的献血
场所。

2021 年，哈尔滨市血液中心供
应临床红细胞类 45.52 吨，血浆类
21.68 吨，冷沉淀凝血因子 38212 个
单 位 ，各 种 血 液 制 品 总 计 发 放
300648袋。

较上年增长4.58%

去年哈尔滨无偿献血43.9吨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韩丽平）记者从哈尔滨市国资委获
悉，2021年，哈市国资委结合特设机
构的职能实际，大力优化国资系统营
商环境，有力促进了国企改革发展，
截至 12月末，哈市已完成国企改革

“三年行动”任务94项，占104项总任
务量的90.4%。

据了解，哈尔滨市国企改革“三
年行动”自2020年开始，计划至2022
年结束。为做好服务大文章，促进出
资企业融合发展，哈市国资委成立了
8个由委领导任组长的督导服务组，
面向各出资企业集团开展督导服务
工作。市级分管领导为城投、创投、
哈投等企业对接上海市企业，开展经
营合作；哈市国资委积极对接广东省
实力企业，谋划供水、哈投、物业、建

设等集团混改事宜，并取得阶段性进
展；推动出资企业集团开展校企合
作，已有哈创投集团与哈工大、哈工
程、哈理工高校开展合作，哈工投集
团、哈文旅集团也与黑龙江旅游职业
技术学院签约合作。

同时，哈市国资委强化出资企
业信用建设，推动落实报送守信激
励和失信惩戒典型案例工作机制、
建立健全统计领域失信联合惩戒
机制，营造”守信受益、失信受惩”
的企业经营氛围。推进依法治企
业，推行法律顾问制度，编发《国资
国企政策法规汇编（2021 版）》，出
台出资企业投融资、担保管理办法
以及法律风险防范机制建设指导
意见，规范企业经营行为，维护良
好的营商环境大局。

国企改革“三年行动”
任务完成九成

无偿献血者在捐献血小板。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宝森摄

哈西大街打通工程通车提升区
域路网交通运输能力

平坦宽阔的桥面、雄浑刚劲的桥体、
桥上顺畅的车流，勾画出现代立体交通的
生动画面……2021年6月28日，省百大项
目——哈尔滨哈西大街打通工程正式竣
工通车。随着该项目的通车，将打破哈南
编组站的壁垒，贯通哈西地区与三环路的
连接，打通哈西核心地区南北两侧与平房
区、道里区、松北区的有效连接通道，进一
步提升哈尔滨西部地区路网综合交通能
力，加大主城区与新兴经济区功能链接，
促进城市西部地区融合发展。

记者在现场看到，整座大桥以白色为
主基调，在阳光的映衬下显得极为壮观。
走上桥面记者看到，桥上为双向 6车道，
标线已施划完毕。

“以前从哈西去学府路哈南区域，只
能从复旦路、学府路或者哈双路——三环
路两条道路选，都需要绕行很远。哈西大
街跨线桥通车后将解决绕行问题，节省近
30分钟。”市民孙先生告诉记者。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哈西大街打通工
程是我省“百大项目”之一，该工程位于哈
市南岗区，北起绥化路，跨越伊春路、哈南
编组站，南与哈西大街现状道路相接，由
南、北市政道路及引桥、中段哈南编组站
上跨桥梁组成，全长 1321米。其中，跨哈
南编组站双塔双索面转体斜拉桥长 434

米，设计标准为双向 6车道，转体总重量
5.6万吨。

哈市住建局哈西大街打通工程指挥
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哈西大街打通工程桥
梁部分跨越哈尔滨南编组站，共计跨越48
条铁路线路。为此，哈西大街打通工程指
挥部在充分考虑桥梁跨越铁路两个到发
场、铁路线路多、线群之间不具备设简支
箱梁墩柱的条件下，采用“先建后转”的转
体施工方法，先平行于铁路线路将主梁预
制完成，后安装斜拉索，最后利用球铰转
盘将桥梁主梁转体，与设计线路相重合，
实施桥梁合龙贯通，全面破解桥梁跨铁路
难题。

该转体工程一举刷新了国内高纬度
严寒地区转体桥总重量最重、国内上跨铁
路运营铁路股道最多、桥梁转体配重最

“不平衡”和转体精度控制最精确（厘米
级）四项之最。这项新技术的使用，为国
内后续施工的转体桥积累了宝贵经验。

通梗阻畅循环百姓出行更便捷

“断头路”犹如城市交通中的梗阻，阻
碍着城市经济发展。为畅通城市动脉，打
造更宜居、更便捷的出行环境，2021年哈
市将改善中心城区道路微循环交通作为
重中之重，采取打通断头路的方式全面优
化城区道路交通，先后启动了顾新街、哈
西大街等道路的打通工程，通过打通“经
脉”，破解了城市交通困局。

近日，记者来到香坊区哈成路打通工

程施工现场看到，道路基础施工基本完
成，跨河桥的主体已经完工。

哈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哈成路
以香坊区香福路为起点，向东穿越环城高
速延伸至成高子镇，并与江南中环路连
接，是哈市近年来实施的城市东部对外交
通的重要干道之一。

近年来，随着道路周边区域城市开发
建设、产业项目持续引入，区域车流量日
益增多，现状道路经常出现交通拥堵，已
难以满足周边企业、居民出行和城市对外
交通物流的需要。为此，哈市政府决定实
施哈成路打通工程。该打通工程通车后，
市内车辆可由三环路经哈成路直接到达
四环外的城市郊区，进一步完善哈市东部
区域路网，缓解周边交通出行压力，大幅
提升周边区域城市开发建设、产业项目发
展的潜力，为哈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创造有
利条件。

除了启动哈成路打通工程外，2021年
哈市还先后启动了三合路、松新街等道路
打通工程。其中，三合路打通工程位于香
坊区，起点职业技术学院，终点现状同江
路，全长 3.02公里，红线宽 50~85米，双向
6 车道标准。目前，项目已启动主体施
工。松新街打通工程位于哈尔滨市香坊
区，为动力广场周边疏解项目的打通工程
之一，松新街起点和兴路，终点电教街（原
哈平六道街），工程全长646.825米。总投
资 0.29亿元。项目已完成 98%,目前正在
施工交通标志。

新建道路服务重点项目

在改善交通环境的同时，2021年哈尔
滨的城市建设更多着眼于产业项目发展
及城市未来，先后启动哈市第六医院配套
道路工程、市中医医院配套道路工程、
LNG天然气应急储备项目配套道路、哈
尔滨综合保税区二期基础设施道路围网
工程等多条配套道路服务产业项目。项
目建成后，不仅助力哈市产业项目发展，
更联动起城乡的大交通格局。

哈尔滨综合保税区二期项目是哈市重
点产业项目，完善该项目相关路网工程是
保障项目投用的前提。2021年7月初哈尔
滨市政府临时决定将市综合保税区二期道
路及围网工程交由哈市住建局负责代建。
该项目需在年内完成建设并于明年3月接
受国家海关总署验收，涉及园区内全部车
行道路等建设内容，总投资约1.45亿元。

哈市住建局东部指挥部接到任务后，
立即抽调骨干人员组建项目指挥部，利用
50天时间完成了项目规划调整、土地征
收、工程前期等前期手续办理。于 8月下
旬启动项目建设，通过采取优化工序安
排、多标段同步推进、24小时昼夜施工等
有效办法，充分利用近 70天的有限工期
顺利完成了全部建设任务。

随着一大批路桥工程的陆续实施，使
哈尔滨这座北方城市的风貌得以改善，城
市品质提升，广大市民的生活品质也得到
明显改善。

探园！
□文/摄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艳

举世瞩目的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即将于 2 月 4 日盛大开
幕，为喜迎冬奥，这个冬季，哈尔滨市各个景区主打“冬奥”牌，
以冰雪为载体，为北京冬奥会助力添彩。1月10日，记者深入
哈市各个景区，挖掘景区里那些闪亮的冬奥元素。

第三十四届哈尔滨太阳岛雪雕艺术博览会通过
不同奥运题材的雪塑，使人产生对奥运精神的向往。

尤其是主塑《冬奥·太阳岛之旅》，长 100米，高
30米，用雪量达 2.7万立方米，以“冰墩墩”“雪容融”
形象以及哈市地标性建筑为主。“主塑中的‘冰墩墩’
是太阳岛雪博会有史以来最大的卡通单体雪塑，也
是世界上最大的卡通单体雪塑。”太阳岛雪博会主塑
设计师张宁阁介绍。

为喜迎 2022年“北京冬奥”，本届太阳岛雪博会
创新推出了雪域激情闯关类项目——雪博大冲关。
1月 10日，在讲解员的带领下，记者来到“雪博大冲
关”闯关区。记者看到，闯关区设置了“财源滚滚”

“勇闯天涯”等各种好玩的闯关项目，不断引来游客
尝试体验。“好玩、刺激，玩的过程中还能激励自己不
惧困难、勇往直前。”游客张宇兴奋地说。

哈尔滨第48届冰灯艺术游园会：
冬奥主题冰雕遍布园区

1月 10日，记者从森林街上的兆麟公园南门进
入哈尔滨第 48 届冰灯艺术游园会，看到一组名为
《冬奥健儿》的冰雕作品最为引人注目，不断引来游
人驻足观看、拍照留念。《冬奥健儿》不仅雕刻了2022
年北京冬奥会会徽，还在会徽旁用冰材质打造的山
地上，通过单板滑雪和双板滑雪的造型展现出 3名
冬奥运动员的英姿。

园区中第41届全国专业冰雕比赛场地内，记者
看到了《欢腾冬奥》《祈福冬奥》等银奖作品，还有《奥
韵》《国粹奥运》等铜奖作品。

太阳岛雪博会：

“冰墩墩”高30米创历史之最

哈尔滨松花江冰雪嘉年华：
有世界最大冰制五环景观

1月10日，记者来到道里区松花江防洪纪念塔处，三座巨大
醒目的雪雕作品映入眼帘，它们就是2022第四届哈尔滨松花江
冰雪嘉年华园区的大门。

三座雪雕作品主题均为冬奥题材。左侧的雪雕作品呈现了
北京冬奥会会徽、吉祥物“冰墩墩”的形象，并且能与游客互动。
中间的雪雕作品为主形象，呈现了“冰墩墩”“雪容融”形象。右
侧的雪雕作品同样打造了“冰墩墩”“雪容融”的一些憨态可掬的
动作。“三座雪雕作品总用雪量 1800多立方米，每个高度均为 8
米。整体主题是冬奥，目的是为游客打造一个充满冬奥元素的
冰雪主题乐园。”哈尔滨松花江冰雪嘉年华营销专员全帅说。

园区内，松花江防洪纪念塔段江面上，一片欢乐的海洋。游
客除了能体验到多种冰雪娱乐项目外，还能看到世界最大的冰
制五环景观。“每个环的直径是50米、用了3000块的冰体砌筑而
成。五环就是5个体验区，每个环内都浇筑了冰场，市民游客可
在里面免费体验冰球、冰壶、滑冰等冰上运动项目。”全帅说。

1月10日，记者走进第二十三
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晶莹剔
透的冰建筑、炫丽耀眼的灯光特
效，一座壮美的冰雪王国呈现在眼
前。

在红彤彤的“第 23 届哈尔滨
冰雪大世界”灯光字的左右两侧，
挺立着两座高大的雪塑，它们就是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
墩”和冬残奥会吉祥物“雪容融”，
它们似在敞开怀抱欢迎八方游客
的到来。

42米高的主塔“圣火之巅”最
吸睛，如同点燃的奥运圣火，巍峨
耸立，神圣庄严。“主塔融合了时空
剪影、奥运印记、冰雪圣火三重设
计理念，将历届冬奥会的剪影融入
其中，形成时空矩阵，穿梭其中可
亲身感受历届冬奥会的风采。”哈
尔滨冰雪大世界市场营销部工作
人员孙泽旻说。

此外，园区内打造了一处五环
迷宫，以奥运五环为设计元素，领
游客体验穿越迷宫的别样乐趣。
同时，园区内还用冰雪深度还原了
曾经举办过冬奥会的国家的经典
建筑，传递冰雪冬奥精神。

看看冰雪景区里的那些冬奥元素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

42米高主塔
“圣火之巅”最吸睛

哈西大街打通工程哈西大街打通工程。。

雪雕作品雪雕作品。。

五环迷宫五环迷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