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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科学院

科技赋能开新篇 高新成果促振兴
这里研制的特种性能胶粘剂成功应用于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的轨道舱、航
这里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同世界上 35 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国际科
天服和太阳能电池板等关键部位，开启了国产胶膜材料在国产大飞机上应用的
技交流与合作……
先河；
这里，
就是黑龙江省科学院。
这里依托智能制造创新中心为我省重点领域工业企业解决数字化、智能化
“十四五”开新局，黑龙江省科学院从百年党史中汲取奋进力量，深入实施
关键共性技术，
服务支撑全省数字车间、
智能工厂建设和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通过改革、创新、开放、合作，逐步发展成具有国内先进水平
这里依托国家重大攻关项目，为我省松花江干流、阿什河流域、三江平原湿
的地方性、有特色、新体制、综合型科技创新高地，研制出一批达到国际国内先
地等地生态恢复提供科技解决方案；
进水平的高精尖技术成果，在航空航天、大飞机国产化、生态固碳、东北虎跨境
这里依托新能源清洁利用技术，成功研制出高寒地区“无煤生态村”运行模
保护、黑土质量提升等国家和我省重大工程、重点领域获得新应用，为实现我省
式，服务龙江乡村振兴战略；
“十四五”规划暨 2035 年远景目标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应用一：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
随着新技术发展，能源、信息等产业
对石墨新材料需求与日俱增，
省科学院高
此时此刻，我国三位航天员正在浩
瀚太空“出差”，搭载他们的神舟十三号
技术研究院多年来依托我省石墨资源优
载人飞船，采用了十余种省科学院石油 开展技术支撑。省能源环境研究院积极 型化、数字化档案，满足红色场馆线上展 势，开展了石墨无氟化学提纯工艺、石墨
化学研究院自主研制的 J 系列航天用胶 打造黑龙江“双碳”试点示范项目。将 示传播需求，让红色基因永葆活力。
烯的绿色制备与应用等技术的研发，
为我
“基于生物能源的村镇级分布式气热联
应用六：以工业互联网技术支撑传 省石墨产业技术升级提供技术支撑。
粘剂产品。
为满足我国载人航天需求，石化院 供应用技术”成果应用于大庆市林甸县 统产业转型升级
应用九：汉麻高值利用
依托省科学院科研和人才资源优
汉麻高值利用关键技术攻关，支撑
依托国家重大攻关任务，持续开展航天 四合乡利勒村，打造绿色能源示范村，形
用胶粘剂制备技术攻关并取得突破性进 成产业示范作用。研发石墨尾矿资源化 势，开展高端智库建设和顶层设计，主持 百亿级产业发展。省科学院大庆分院开
展，打破了国外技术封锁，性能达到国际 利用技术，实现石墨矿废的无害化、减量 制定黑龙江省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评 展工业大麻品种航天育种实验，实现传
领先水平。该系列胶粘剂在保证粘接强 化和资源化利用，让废砂变“绿砂”，助推 价和建设标准，推动智能车间工厂建设， 统产业与新技术的深度融合；进行大麻
度和精度的同时，提供了高可靠性和优 矿区降碳达峰。组建黑龙江省碳中和产 制 定 黑 龙 江 省 大 数 据 产 业 发 展 规 划 二酚高效纯化关键技术集成攻关研究，
异的空间环境耐受性，成功应用于神舟 业技术创新联合体，积极打造高端智库 （2021-2025 年）。突破人工智能、大数 大麻二酚纯度达 99%，达到国内领先水
十三号载人飞船的轨道舱、返回舱、航天 战略平台、高水平合作交流平台、科技成 据、工业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 平，为工业大麻花叶深加工中大麻素有
服和太阳能电池板等关键部位。此前， 果转移转化平台及高层次人才培育平 的关键核心技术和“卡脖子”问题，以数 益成分靶向分离纯化共性关键技术问题
石化院研制的系列特种性能胶粘剂早已 台，探索双碳联合体协同创新机制，合力 字化赋能传统工业转型升级，促进智能 提供新的技术路径。
在“天宫二号”和“神舟”系列等新型航天 推动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在龙江落实落 制造试点示范，服务数字产业化和产业
面向省域汉麻产业需求，打通成果
数字化，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助力龙江数 转化最后一公里。实现了“火麻一号”
飞行器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为我国载人 地。
应用四：寒地微生物种质资源库助 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航天事业保驾护航。
“龙麻一号”等成果转化，工农业累计新
力种业国家战略
应用七：东北虎种群恢复
应用二：大飞机国产化
增利润 4.66 亿元。围绕汉麻产业链条源
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选育的黑木
多边合作推进中俄东北虎跨境保护 头端，攻关重点难点问题，以工业大麻全
高可靠性胶粘剂也是大飞机制造过
食用菌资源 新热点-小兴安岭东北虎种群恢复研究。 雌株试验研究成果等技术为依托，与哈
程中必不可少的关键材料。省科学院石 耳品种在我省种植率达 50%，
油化学研究院同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 收集与栽培、深加工技术带动我省黑木耳 省科学院自然与生态研究所与俄罗斯科 药中信资本、东峰悦草（黑龙江）生物科
学院进化与生态研究所
“普京虎”
团队、世 技有限公司等企业联合，开展技术攻关
公司和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联合，
成立 产量占全国比例连续四年超过40%。
加强和完善寒地微生物种质资源库 界自然基金会（WWF）、联合国教科文组 与创新，
了
“大飞机粘接材料联合创新中心”
，
开展
技术合同交易额达 335.3 万元。
应用十：核与辐射技术研究守护公
大飞机用胶粘剂产品的研制和验证工 建设。持续开展核心菌种选育与创制， 织国际自然与文化遗产空间技术中心
重点开展了小兴安岭 共安全
作。包括中高温结构胶膜、大客修补胶在 为生物制造产业创新发展夯实基础。扩 （HIST）等多方合作，
获得了小兴安
内的 21 种粘接材料被列入了大飞机用国 大资源库库容，提升资源保藏能力，打造 东北虎种群恢复研究工作，
以核与辐射公共安全技术保障为主
产粘接材料里程碑计划，
并在
“十四五”
开 全省微生物菌种资源管理与共享平台。 岭东北虎潜在生境质量与分布、小兴安岭 体任务，服务于“五大安全”。省原子能
局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些材料在通过验 持续开展食用菌工厂化专用菌种、寒地 东北虎跨境及内部迁移生态廊道位置与 研究院紧紧围绕国家核科学技术前瞻性
为我省东北虎种群恢复 导向布局和黑龙江省域特点，传承“两弹
证后，
将供 ARJ-21、C919 等机型选用，
从 特色菌种的选育，促进产业升级。积极 质量等关键成果，
进一步推 一星”精神，致力于原子能利用技术研
而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实现进口替代，对 推进与中科院合作，推进成立国家微生 提供科学依据和保护管理建议，
进中俄东北虎跨境保护工作。
于发展我国民机事业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物科学数据中心黑龙江分中心。
究。低温核探测系列技术为国家重大任
应用五：红色资源数字化
应用八：先进材料制造技术取得新 务保驾护航，实现了上天入海的创新性
应用三：
“双碳”试点示范
以 3D 技术助力红色资源数字化。 突破
突破，并助力建党百年公共安全；核应急
聚焦减缓全球气候变化，
提升生态碳
增材制造对高端金属粉末材料的需 分析技术应用于国家核应急监测任务。
汇能力。省科学院自然与生态研究所湿 省科学院智能制造研究所开展 3D 高精
地固碳能力提升调控技术达到国内领先 非接触测量、数字孪生、AR/VR 和人工 求日益迫切，省科学院高技术研究院依
核技术成果解决医用防护服灭菌周
并无偿为医用器材企业提供
水平，成果获得省科技发明奖二等奖，并 智能等关键技术攻关，在革命文物、遗址 托国际合作优势，引进先进技术，通过消 期过长问题，
在挠力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兴凯湖国家 高精度三维扫描、修复性建模和多平台 化再创新，制备出高品质金属粉末，主要 技术服务，在新冠疫情突发初期，为我省
级自然保护区、乌苏里江省级自然保护 互动展示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技术 技术指标均已达到或超过国际同类产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争取宝贵时间；
地面
区、哈拉海省级自然保护区等地开展了推 成果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已在东北烈士 品，打破了我国高端球形粉末依赖进口 辐射环境模拟实验及验证技术服务载人
广应用，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和生态效益。 纪念馆、马永顺纪念馆等省内十余家红 的局面，金属 3D 打印成型技术为企业增 航天事业，为神舟十二号、神舟十三号的
耐辐照安全可靠性保障做出重要贡献。
聚焦碳达峰、碳中和国家战略，扎实 色展馆应用，为红色场馆建立多维度、模 收超过 3500 万元。

亮眼：十大成果应用上天入地兴产业惠民生

奋进：前瞻科学布局 谋划务实举措
“十四五”期间，省科学院将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坚持“四
个面向”，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主题，以服务龙江经济社会发展为主
线，通过实施“1 行动+2 工程+3 计划”发展战略，持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支
撑我省产业创新发展，重点围绕数字经济、生物经济、黑土保护、碳达峰碳
中和、智能制造、新材料等重点产业提升共性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能
力，培育科技成果就地转化形成产业链条的孵化平台，用科技事业为龙江
培养一批人、引进一批人、留住一批人，着力建设成为区域综合科技创新中
心。
实施科学院率先行动
推进现代科研院所治理体系建设、基础研究和核心技术攻关体系建
设。集中力量建设一批联合创新中心、共享实验室和新型研发机构。积
极服务地方政府，加强与省内各市（地）、县联合，采取“一市一策、一县一
略”制定科技发展规划，发挥科学院综合协调、智库咨询作用。把科学院
建成省内产业策源地、原始创新高地、创新孵化集散地、开放协同共同
体。
实施科技创新工程
聚焦龙江产业发展实际需求，谋划实施数字经济、生物经济、碳达峰碳
中和、黑土保护、种业振兴、核技术应用、新材料、生态文明建设、乡村振兴
等十大工程，基本形成创新驱动内生动力全面激活的科研创新体系，整合
国内外科技资源，筹建省级以上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为
相关产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实施产业赋能工程
通过政研合作、研企合作、研联支撑、龙粤合作等多个渠道，大力推进
科技成果就地转移转化，搭建科技成果转化一体化公共服务平台，构建科
技成果转移转化价值评估服务体系，开展技术转移、项目评估、成果对接等
线上线下对接服务活动。加强与区域龙头企业合作，促进产业集聚发展，
实现产业链与创新链的深度融合，
最大限度释放创新动能。
实施多维度创新平台计划
建设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科技资源共享和科技研发等平台，重点解决
技术与市场脱节、科技创新资源统筹聚合不够、产业化过程中关键核心技
术
“卡脖子”
等问题，构建高效强大的共性技术供给体系。
实施人才培养三年行动计划
坚持人才驱动，科学谋划新时代科学院学科团队格局，建设特色鲜明
的高水平学科团队。优先支持为龙江发展发挥显著作用的特色学科团队，
提升人才队伍实力水平。瞄准国家高层次人才计划，通过与中科院、重点
高校联合培养，打造拔尖人才和学术带头人。邀请国内外顶尖创新团队和
专家，定期来省科学院进行学术交流、合作研究。探索“科学家——创新团
队联合体”运行模式，促进创新团队开放化。建立常态化引进优秀人才机
制，改善人员队伍年龄结构，形成科研创新后备力量。重点围绕我省重大
产业发展、关键“卡脖子”技术攻关等方面柔性引进高端人才团队。省科学
院现有省级领军人才梯队达到 16 个，拟新增省级领军人才梯队 1-2 个；以
重点优势学科团队（群）为重点，建设在国家有影响力的学科团队 1-2 个，在
省内有影响力的学科团队 3-4 个。
实施开放协同创新计划
打造“中俄科技合作联盟”特色品牌，发挥“中科院联盟”及“龙粤合作”
的基础和优势，联合开展技术引进、成果孵化、人才引进和项目合作等，解
决我省产业发展共性关键技术和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需求。继续拓展
“一带一路”
沿线朋友圈，
塑造良好的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外部环境。
省科学院将乘着时代的东风昂首奋进，以源源不断的高新技术成果为
龙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022 年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布第一批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序号
名称
1 安达市龙鑫汽车中介货物运输服务有限公司绥化分公司
2 安达市龙鑫汽车中介货物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3 黑龙江省恒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 黑龙江绥农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5 绥化市润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
6 黑龙江红兴隆农垦三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7 黑龙江省建三江农垦万龙金谷粮食收储有限公司
8 黑龙江省建三江农垦丰秋农资经销有限公司
9 大庆友邦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10 大庆精睿物流有限公司
11 黑龙江省众博苗木种植有限公司
12 佳木斯市广佳建筑工程公司
13 佳木斯市再生资源开发利用公司
14 宝清县宝信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5 黑龙江甬商粮食仓储股份有限公司
16 黑龙江省牡丹江农垦鑫峰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17 黑龙江省绥化农垦晨环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序号
名称
18 黑龙江省牡丹江农垦春城粮油加工有限公司
19 大庆三北环保设备集团有限公司
20 铁力市丰润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1 伊春市成君纸制品制造有限公司
22 黑龙江冰凌花森林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3 大兴安岭绿洲盛兴人造板有限公司
24 黑龙江盛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5 哈尔滨起冠经贸有限公司
26 哈尔滨绿科科技有限公司
27 哈尔滨通联客车有限公司
28 黑龙江留守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29 尚志市华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30 哈尔滨综合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31 黑龙江重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32 哈尔滨尚雍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3 黑龙江华恒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34 黑龙江生活空间家居服务有限公司

国网建三江供电公司

年售电量突破 10 亿千瓦时
2021年国网黑龙江省建三江供电公司售电量完成10.3亿千瓦时，
同
比增长4.86%。
该公司加大电能替代宣传，全年新增电能替代用户 426 户，增
加电量 237 万千瓦时。加大反窃电工作力度，严厉打击窃电、违约
用电行为。全年查处 7 户私自增容户，追补电量 154 万千瓦时。查
处窃电 20 起，
共追补电量 6.6 万千瓦时。
该公司积极推广“网上国网”应用，绑定总数完成 89701 户。
受理线上办电工单 9254 个，线上办电率 99.86%。
依托共产党员服务队提升服务水平，全年为农户义务检修用
电设备 1800 台，完成故障抢修 1380 次。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6 次，
受 益 群 众 8600 人
龙江时讯●龙江时讯
次。
（贺俊立）

序号
名称
35 哈尔滨东方美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6 哈尔滨超硕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7 哈尔滨市道里区金成啤酒经销部
38 海林市海峰供热有限责任公司
39 哈尔滨市道外区海湾浴馆
40 哈尔滨地森新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41 哈尔滨市道里区展志天华套装门店
42 黑龙江虹桥医院有限责任公司
43 哈尔滨柏佳经贸有限公司
44 哈尔滨一线体育投资有限公司
45 哈尔滨市装卸运输总公司道里公司
46 哈尔滨市宏运通运输有限公司
47 五常市阳光绿地商贸有限公司
48 哈尔滨胖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9 哈尔滨春美多服饰有限公司
50 哈尔滨朗威电子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51 黑龙江省盛恒基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序号
名称
52 哈尔滨市金六合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53 大庆勤华瑞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54 大庆勤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55 大庆易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56 大庆勤华瑞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57 大庆勤华福瑞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58 大庆众瑞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59 绥化勤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60 黑龙江明朗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61 哈尔滨盛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2 黑龙江省齐泰医药物流配送股份有限公司
63 哈尔滨天天平安运输有限公司
64 哈尔滨金太古农贸商场有限公司
65 哈尔滨雨润南极食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66 哈尔滨叁叉戟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67 哈尔滨广互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68 黑龙江猎火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关于哈尔滨市交通运输局信息中心财务年终审计及离任审计

序号
名称
69 东宁市吉信木业有限责任公司
70 东宁吉信工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71 哈尔滨光宇蓄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72 黑龙江巍之赢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73 哈尔滨军辉铁军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74 哈尔滨美德地产置业有限公司
75 黑龙江和平电动车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76 哈尔滨鑫喆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77 黑龙江中环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78 龙珠滑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9 黑龙江龙珠二龙山滑雪娱乐有限责任公司
80 哈尔滨嘉饰特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81 哈尔滨市益民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82 哈尔滨市香坊区优胜文化学校
83 哈尔滨爱丽达医疗美容管理有限公司展望医疗美容诊所
84 哈尔滨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
（部分）
发布截止日期：
2022 年 1 月 20 日

公开选聘审计机构报名公告

解散清算公告

采购单位：
哈尔滨市交通运输局信息中心。
请各报名单位按以下顺序到场或以邮寄方式提交意向书
工作范围：完成对本单位 2018-2021 年度财务年终审 （一式六份，装订成册，加盖报名单位公章及骑缝章，原件备
计工作以及对本单位负责人 2017-2021 年度的离任审计工 查）及报价材料；
1、
单位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有效的法定代
作。
表人授权委托书，
被授权委托人的身份证明；
2、
财政主管部门
报名时间：2022 年 1 月 25 日至 2022 年 1 月 27 日（三个 下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
工作日），上午 8：30-11：30，下午 13：30-17：00，逾期不予受 本、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税务登记证副本；
3、企业简介材料
理。
含以往业绩证明材料及工作人员简介。
资格条件及报名要求：
参选单位须具有财政主管部门下发
评审标准：
符合资格条件的最低评标价中标。
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及财务年终审计及离任审计资质，
并
报名地点：哈尔滨市交通运输局交通运行监测调度指
有事业单位财务年终审计及离任审计工作经验，
审计单位至少 挥中心（香坊区通粮街 3 号）312 室，联系人：邵月迪，电话：
委派一名具有注册会计师资质的工作人员驻场办公，
驻场办公 0451-58699027。
人员须有事业单位审计经验，
并于 2022年 2 月 28日前完成此
哈尔滨市交通运输局信息中心
项工作。
2022 年 1 月 24 日

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黑 02 民初 98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东
北特钢集团齐齐哈尔浩盈钢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30200400001894）
解散。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由王伟先、王平、刘建
勋、杜明、王佩武、牛丽红组成清算组，请债权人在接到东北特钢集团齐齐哈尔浩
盈钢铁有限公司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东北特钢集团齐齐哈尔浩盈钢铁有限公司清算组（债权申报、通讯地址：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黎明路 23 号；邮政编码：161041；联系人：东北特
钢集团齐齐哈尔浩盈钢铁有限公司清算组，联系电话：0452-6801692）申报债权，
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
特此公告。
东北特钢集团齐齐哈尔浩盈钢铁有限公司
2022 年 1 月 2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