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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彭
溢）记者从省知识产权局获悉，为深入实
施省专利转化专项计划三年行动方案，充
分发挥省知识产权运营促进中心（以下简
称运营促进中心）作用，促进省内高校院
所专利技术就地转化应用，助力企业创新
发展，近日，省知识产权局面向省内高校、
院所、企业启动专利技术供需对接服务活
动。

此次服务活动包括六方面内容：征集
省内高校院所未充分实施专利。面向省
内高校、院所征集质量较高、具备市场前
景且未转化实施的专利技术，鼓励将未转
化专利信息打包移交至运营促进中心进
行统筹管理。

征集企业专利技术需求。各市（地）
知识产权局负责征集辖区内企业创新发
展需求和技术瓶颈，征集技术、人才、金融
等需求信息。依托运营促进中心为企业
精准输送专业技术、科技人才，实现高校
院所专利技术与企业需求靶向对接，促进
高校院所优质专利技术在企业中转化运
用。

提供专利技术供需对接服务。充分
发挥运营促进中心体制机制优势，牵头
梳理、凝练征集到的企业需求，并链接
全省优势创新资源，为企业精准匹配高
校、院所未转化专利。以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方式，举办专利技术供需对接活
动。

支持企业吸纳高校院所专利技术。
重点支持以受让、被许可、作价入股方式
承接省内高校、院所高价值发明专利数量
较多，转化实施效果较好，备案的专利产
品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企
业。对企业以转让、许可、作价入股等方
式获得省内高校院所高价值发明专利，按
照其实际支付金额的 10%给予补助，最高
不超过10万元。

加强高校院所知识产权运营机构建
设。鼓励有条件的高校院所建设集技术
转移与知识产权管理运营为一体的专门
机构，建立完善专利申请前评估、专利分
级分类管理等制度，探索构建科学合理的
知识产权权益分配机制，以提高专利质

量、盘活创新资源、引导专利转化为目标，
提高知识产权管理成效。

鼓励服务机构开展专利技术供需对
接活动。鼓励知识产权服务机构以企业
集聚区域为重点，通过托管、参股等方
式，带动高校、院所深入企业开展促进专
利转化服务活动，帮助企业获取目标专
利。

省知识产权局将根据各市（地）高校、
院所、企业的填报具体情况，指导运营促
进中心建立黑龙江省知识产权供需数据
库，集聚全省优势资源为供需双方提供交
流平台，加强科技交流与投资合作，提高
科技成果转化率，助推知识产权高质量交
易。

转化省内高校院所高价值发明专利

企业可获补助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霍营

疫情就是命令。连日来，我
省各医疗机构纷纷派出医护人员
投入到核酸采样应急队伍中，来
自哈医大四院神内六病房的护士
王莹莹便是其中的一员。

18日，哈尔滨市开展第四轮
核酸检测，主动请战的王莹莹跟
随核酸采样应急队伍来到了七政
社区木兰商场采集点。

七政社区学校众多，11时 30

分，学生网课下课，周边9个核酸
采样点位都排起了队。王莹莹的
儿子在家独自上网课，为了不给
妈妈增加负担，自己悄悄联系同
学的妈妈，带他下楼做核酸。

长长的核酸采集队伍一眼看
不到头，王莹莹认真规范地操
作。突然她感觉有个男孩不停地
看向自己，轮到下一个人接受采
样，王莹莹一抬头看到了自己的
儿子。

因为全身被防护服“包裹”
只露出眼睛，孩子不敢确定是不

是妈妈。王莹莹向儿子挥了挥
手，笑着说：“你不认识妈妈啦？”
听到熟悉的声音，孩子这下才反
应过来，原来眼前的“大白”正是
妈妈！孩子忍不住哭着问：“妈
妈你冷不冷，中午吃饭了吗？”这
一刻，王莹莹突然觉得孩子长大
了，哽咽着说：“宝贝真棒，妈妈
很好。”

孩子说，这是他第一次现场
看见妈妈穿防护服工作，觉得妈
妈很美很伟大，长大后希望像妈
妈一样，成为优秀的医务人员。

别样相聚“大白”是妈妈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霍营

吉林省疫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
14日以来，我省先后派出两批医疗队共
计170名医护人员驰援吉林。记者获悉，
15日，医疗队已整建制接管吉林市中心
医院重症医学科，目前各项工作正在有
序开展，医护人员日夜奋战、全力救治每
一个患者。

14日下午，我省首批支援吉林省医
疗队到达驻地后，根据驻地宾馆的实际
情况迅速制定了感控制度，详细对驻地
宾馆房间内各区域进行划分、各项消毒
工作重新梳理，并下发穿脱防护服相关
工作流程。

据了解，我省首批支援吉林省医疗

队由哈医大一院、哈医大二院、哈医大肿
瘤医院、哈医大四院、黑龙江省医院的百
名医护人员组成，其中包括25位医生，74
位护士，1位感控人员。15日晚，医疗队
接到上级指令，准备整建制接管吉林市
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ICU），来自黑龙
江省医院的护士张洪齐和李楠楠作为首
批队员从驻地出发，前往病区接收患
者。从驻地宾馆到医院往返车程需要近
2个小时，乍暖还寒的天气、陌生的环境
没能阻挡队员们抗击病毒的决心。进入
病区后，队员们迅速投入战斗。

重症、危重症患者的救治，是一场与
时间的赛跑。重症病房内，一些患者由
于高龄、身体伴有多种基础疾病，因此也
增加了工作难度。据哈医大二院医疗队

队长、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刘文华介绍，
此次医院派出的队员都是来自重症医学
科、呼吸内科、感染科、骨外科的精兵强
将，多名队员曾参与武汉疫情救治工作，
具有精湛的医术和丰富的救治护理实践
经验。“每天我们会根据患者的病情制定
个体化的治疗方案，同时进行心理疏导，
帮助患者更快地康复。”

来自哈医大肿瘤医院重症医学科
的牛芳芳医生曾经带队支援我省黑河
市医疗救治工作，此次再次作为领队，
牛芳芳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重症
病区内医护人员每 4个小时一轮换，全
副武装下工作起来并不轻松，汗如雨下
是常态。牛芳芳说：“每当患者得知我
们是来自黑龙江的医护人员，都格外亲

切。能为东北老乡出一份力，大家都感
到很荣幸，工作起来也很有动力。”抗疫
前线救治工作如火如荼，队员们的个人
防护也是重中之重。黑龙江省医院医
疗队领队、南岗院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
科主任尹虹雷表示，此次奥密克戎变异
株的传播方式更易、传染性更强，波及
面更广，因此我们要求队员们要在工作
中时刻保持高度警惕状态，穿脱防护服
时认真认真再认真，一丝不苟地完成这
场跨省作战任务。

记者了解到，连日来在黑龙江医疗
队的共同努力下，目前已经有患者陆续
转出重症监护室，回到普通病房。生命
重于泰山，守护好每一个重症患者的生
命，是全体医护人员的最大心愿。

我省支援吉林省医疗队

整建制接管重症病房 全力救治每个患者

□文/摄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韩丽平

本轮疫情发生以来，哈尔滨市平房
区连续启动多轮核酸检测。为方便辖区
居民就近检测，友协街道东风社区在东
平小区院里新增设一处核酸检测点位，
为附近2000名居民提供服务。

点位有了，谁来管理？这时，东风社
区里3名80、90、00后青年干部主动担起
重担，负责该核酸点位上的全面工作。
他们用责任与担当，用青春的力量，诠释
着自己的初心和使命。

80后徐曼

早出晚归的“女超人”

“你在家要听奶奶的话，妈妈忙完就
回去陪你。”刚从核酸检测点换岗下来吃
饭的徐曼正通过视频关心女儿。徐曼是
东风社区一名80后青年党员。作为社区
里的“大姐姐”，她主动请缨挑起一个核
酸检测点的管理任务。

抗疫至今，徐曼每天都是早出晚
归。从准备核酸检测物资到排查外来人
员信息，从“扫楼”宣传到上门为腿脚不
便的居民采样，她每天马不停蹄地穿梭
在东平小区里，就像一个“女超人”，竭尽
全力做好每一件事情。

徐曼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是党
员，要牢记入党誓言。”

90后唐博

坚守岗位获赞誉

刚来东风社区工作不到 5个月的唐
博，是一名 1997年出生的干部。疫情防
控工作开展以来，她一直坚守在核酸检

测点岗位上，一只扩音喇叭、一身厚实的
衣服、一件“蓝大褂”，成为了唐博每天的

“标配”。
“请大家有序排队，提前准备好龙江

健康码。”在维持现场秩序时，遇到不配
合社区工作的居民，唐博总能设身处地
站在群众的角度，安抚好群众的情绪。

“没事，我能坚持，放心吧！”区域核酸检
测期间，唐博突犯肠胃炎，当同事们都让
她休息一会的时候，她依然选择坚守自
己的岗位，一站就是很长时间。

辛苦的付出总有收获。日子久了，
小区院里的居民们都非常配合唐博的工
作，也都记住了这位既年轻又能干的小
丫头。

00后赵宇辰

娘子军们的坚强后盾

“妈，今天晚上不回去，你早点休息，
晚上有居民需要转运。”这是疫情发生以
来，赵宇辰常给母亲发去的信息内容。

赵宇辰是来东风社区仅 3 个月的
2000年出生的干部。别看他 20出头，却
是社区娘子军们的坚强后盾。疫情防控
期间，面对夜里转运的工作，作为男同志
的他主动请缨，担起转送重点人群的重
担。

“王大爷，您要按时吃药，注意身体，
缺啥少啥就跟我说，我给您送！”居民王
大爷记性不好，又独自生活，为了让王大
爷在特殊时期生活不受影响，他反复叮
嘱。“现在每天从早忙到晚，但我觉得很
值得。”困了，他就坐在检测点的小凳子
上眯一会；醒了，又去超市采买、配送居
家隔离人员物资。尽管很辛苦，但他却
收获了居民的一片赞誉。

赵宇辰照顾辖区内重点人群。

抗疫一线显担当

同心战疫 携手同行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
者郭铭华）省殡葬改革工作联席会
议暨全省民政系统“除陋习、树新
风”专项行动推进视频会议 18日在
哈尔滨市召开，会议通报了 2021年
我省殡葬改革工作情况，安排部署
全省民政系统“除陋习、树新风”专
项行动和清明节祭扫疫情防控、服
务保障工作。

据介绍，今年我省将重点组织开
展“除陋习、树新风”专项行动，大力
倡导“婚事新办、丧事简办”文明时尚

简约的婚丧礼俗，助力全省精神文明
建设。

会议要求，要有效运用“四个体
系”推动工作落实，压紧压实领导责
任，实化细化推进措施，把殡葬改革
和“除陋习、树新风”专项行动纳入各
级政府和有关部门重要工作日程。
要加快殡葬服务设施建设，推进殡葬
标准化、规范化、信息化建设，加强殡
葬职工职业道德教育和职业技能培
训，更好适应当前殡葬改革和殡葬行
业发展需要。

婚事新办 丧事简办

我省开展除陋习树新风专项行动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艳）记者从哈尔滨市日前召开的全
市春季有效解决秸秆露天焚烧工作
视频会上获悉，哈市将在压实网格责
任、深化宣传引导、加快利用和离田、
紧盯关键时期等方面发力，切实做好
今年春季禁止秸秆露天焚烧工作，预
计实现秸秆综合利用率 95％以上、
还田利用率 65％、离田率 100％的年
度目标。

据介绍，哈市各区县（市）将进一
步压实各级网格责任，每日不间断进
行巡查检查，利用卫星遥感影像解
译、无人机监控、视频监控、举报受
理、各级督查等渠道，一旦发现火点，
第一时间发现、扑灭。

由于去年哈市多地降水降雪量

较大，导致秋收、春耕时间短，秸
秆、根茬和残余物等未得到及时有
效清理，部分秸秆离田、还田尚未
完成。哈市各区县（市）将根据各
地农作物种植结构、秸秆资源量、
生产生活方式、产业基础等方面进
行综合考量，科学合理安排“五化”
利用优先次序，加大秸秆综合利用
数量，提高综合利用比例，在秸秆
还田利用上聚焦发力，根据不同土
壤类型，明确水旱田翻埋、深松、碎
混等作业方式的技术标准。各区
县（市）将跟进抓好秸秆离田利用
补贴政策的落实，及时拨付补贴资
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带动秸秆
产业化利用企业开足马力生产，加
快秸秆转化利用。

哈尔滨将实现
秸秆综合利用率95％以上

“拨打12345，我的问题一次性就解决了！”佳木斯市民马超激动地说，
他刚刚电话咨询了身份证和土地证办理的问题，没想到当场得到解决。

日前，佳木斯市在全省率先完成12345热线整合归并，以整体并入、双
号并行、设分中心3种形式整合了佳木斯市28家单位的39条热线，建立与
110、119、120等紧急热线协调联动机制，形成了1条主线受理、16条专线并
行、多部门协同联动的热线受理服务模式，实现便民热线“一号通”。

图为工作人员接听热线。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蔡韬摄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见习
记者唐海兵）阳春三月，草长莺飞。
随着天气的逐渐变暖，大批候鸟纷纷
北迁，回归龙江大地怀抱。

在被誉为“中国东方白鹳之
乡”的黑龙江洪河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100 个崭新的钢架人工招引巢
已搭建完毕，静待东方白鹳回迁入
住“新家”。

东方白鹳被誉为“鸟类大熊猫”，
是世界濒危鸟类、国家一级重点保护
动物，全球总数不足1万只。作为典
型的冬候鸟，东方白鹳在南方越冬，
每年3月北归繁殖。

“今年新搭建的100个人工招引巢
均采用永久性铁制三脚架，与从前的木
质人工招引巢相比，具有牢固性强、耐

腐烂、利用年限久，且招引成功率更高
等特点。”保护区相关负责人介绍。

除了崭新的外观，东方白鹳们的
新家还充满了科技感。

“我们对每个巢都建立了包括生
境、GPS点位、巢编号、巢主体高度、
巢筐直径、巢材、巢深度、巢间距等相
关信息的档案，以便科学地进行管
理。”保护区相关负责人介绍，由于今
年保护区内降雪量大，积雪近一米
厚，保护区科研人员和施工单位克服
困难，利用推土机、挖掘机等大型机
械完成了人工巢巢址选点、野外架设
和验收等工作。

下一步，保护区将针对东方白鹳
人工招引成功率和繁殖情况开展野
外监测和调查。

100个“新家”静候“鸟类大熊猫”

“12345”佳木斯市39条热线合一
□刘喆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刘莉

“志愿者们不怕辛苦，一趟趟
配送生活物资。他们的耐心倍增
了我们战胜疫情的信心。”电话
中，哈尔滨市香坊区一封控单元
居民对志愿者的全情付出尤为感
慨。

因疫情防控需要，日前，香坊
区安乐街道辖区部分居民楼单元

封控。从封控伊始，就有数名志
愿者主动报名，希望为街道疫情
防控工作贡献一份力量。为保障
居家健康监测居民的基本生活需
求，安乐街道成立了“闪送志愿者
服务队”。连日来，服务队志愿者
们送物资、清垃圾，奔波不停，为
居家健康监测人员提供人性化的
优质服务。

“为了减少他们的工作量，
我尽可能少买东西，非生活必需

品不买。”封控单元里很多居民
心疼地说。安乐街道秉着“单元
封控、足不出户、核酸上门、服务
上门”的原则，组织“闪送志愿
者”组成配送大军赶赴街道封控
单元的每个角落，再身着一级防
护服一户一包送至居民家中。
志愿者们把物资送到居民家门
口时，还会帮助居民清运生活垃
圾。只要是居民提出的需求，都
全力做好服务。

“闪送服务队”送温暖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米娜）日前，省监狱
管理局组织召开全省监狱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电视电
话会议，深入分析研判当前我省监狱系统疫情防控形势，
对疫情防控工作进行再调度、再部署、再落实。

会议强调，我省监狱系统要主动排查风险，坚决守住
疫情输入防线，做到“人、物、环境”同防。对所有进入监
管区的生产生活物资进行流调溯源，严禁涉疫地区生产
生活物资进入监管区。生产物资必须在固定地点规范消
杀、静置，达到规定时间后方可正常使用。定期开展对环
境、垃圾等采样核酸检测，坚决防止因环境、垃圾污染而
引发疫情。全面加强离监就医罪犯隔离管控，加强隔离
场所的规范设置，严格实施单人单间隔离。规范做好隔
离场所消杀、医疗废弃物的处置和垃圾清运工作，确保不
发生交叉感染。

同时，对集中隔离备勤干警实行“硬隔离”“全封闭”管
理。封闭隔离备勤期间严禁接收快递包裹，严禁食用外卖
食品。加强对居家休整干警日常管理，每日上报行程轨迹
及健康监测情况。坚持执行“日调度”“日研判”“日报告”

“零报告”制度，压紧压实责任，严格按照“早快准严细实”要
求，做到“防控一盘棋”“防控无缝衔接”。下大气力落实从
优待警各项措施，从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关心关爱干警，
改进执勤备勤条件，改善干警食堂伙食，调剂品种，增加营
养。针对干警长期执勤备勤的特殊情况，采取开展心理健
康教育、监管区配备应急药品箱、为执勤备勤干警集中过生
日、机关干警与执勤备勤干警结帮扶对子、组织走访慰问封
闭执勤干警家属等多种方式，切实帮助干警解决后顾之忧。

我省监狱系统

从严从紧落实
疫情防控措施

80后
90后

00后

本报讯（谢国飞 黑龙江日报全
媒体记者孙铭阳）19日，随着第一根
钢材顺利轧制完成，建龙西钢160万
吨双高棒热机轧制生产线项目顺利
完成试车，标志着这条具备国内一流
水平的高产、高质、高效、低成本、智
能化的生产线正式进入试生产阶段。

该项目于 2021 年 6 月 19 日开

工，建设工期 9个月，比计划提前 57
天，创造了高寒地区同类项目建设最
短工期纪录。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实
现销售收入 75.2 亿元、税金 1.16 亿
元、利润7736万元，各项技经指标达
到同行业先进水平。

项目试车现场。
图片由建龙西钢提供

项目试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