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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大庆与华为深化合作
达成共建工业互联网创新中心、数字产业园等意向，数字大庆中心月底建成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李雪君）大庆市抢抓我省与华为签署深化
战略合作协议的机遇，依托与华为公司在
云计算、数字油田、智慧城市等方面积累
的合作基础，围绕数字经济深度谋划合作
项目，与华为公司开展产业项目对接交
流。目前，双方达成
“3+1”
的合作意向。
“3”是指三个方面的实体项目。一是
共同建设华为工业互联网创新中心。发
挥大庆市与华为在工业互联网建设上的
优势，合力打造包含“创业、创新、创效、创
模”的“四创”中心。打造创业中心，以创
业型成长型中小企业为主体，构建新兴企
业孵化器；打造创新中心，发挥华为多年
积累的技术优势，引导信息和通信先进技

术在大庆转化、生根结果；打造创效中心，
把中心打造成为具有经济效益的经营实
体，在助力传统企业实现数字化改造、降
本增效的同时创造自身的经营效益；打造
创模中心，采取“政府端构建工业互联网
公共平台，建设工业互联网二级节点，企
业端建立场景应用”的方式，在大庆创造
可复制可推广的工业互联网模式。
二是共同建设华为（大庆）数字产业
园。借助华为合作伙伴和上下游配套资
源，以市场换产业的方式，依托未来城市
升级改造的空间争取一批数字制造业和
服务业企业来大庆投资。
三是共同深化细化项目合作。进一
步开放数字城市市场，携手加快实现大庆

市域治理现代化；鼓励华为进一步提升服
务水平，真正把华为大庆云计算中心打造
成服务本地，辐射全国的区域中心；继续
支持华为在大庆建企业、投项目，发展光
伏储能产业；围绕碳达峰和碳中和谋划在
大庆建设智慧供热项目。
目前，
三个领域的项目均已取得实质性
进展。华为工业互联网创新中心项目的前
期准备工作扎实推进，初步筛选出 31 家拟
上云企业，
逐户对接梳理需求、
“一企一案”
制定工业互联网建设方案，
双方的合作协议
正在紧密对接中。华为（大庆）数字产业园
项目正在抓紧制定具体实施方案，
详细研究
商讨园区的建设方式、运作模式等细节问
题，
建设协议还在起草过程中。数字大庆中

心已初步建设完成，
正在进行软硬件调试工
作，
预计5月底可全面建成。云计算中心升
级改造、光伏储能、智慧供热等项目也都在
紧锣密鼓的推进实施，
预计在年底前能够取
得阶段性成果。
“1”是指一系列数字经济专项招商推
介活动。拟在省旅发大会期间，举办数字
大庆中心项目交付活动，将中心作为华为
数字城市建设全国样板项目对外推介，配
套举办智慧城市论坛和大庆工业互联网揭
牌仪式，
进一步叫响
“数字大庆”
品牌，
共同
构建大庆数字经济招商
“强磁场”
。
下一步，大庆市将加强与华为的跟踪
对接，加快推进细节设计和活动策划，争
取项目尽快签约落地。

中国旅游日

2022，省内多地推出“惠民大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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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普及率 38.6%
超 10 万人日均在线 10 小时

银发一族
乐享数字生活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孙铭阳
上午九点，住在哈尔滨市香坊区
的周芬正在家里边听广播边做家务，
一阵门铃响起，
“ 应该是我昨天在微
信群里订的面粉到了。”1949 年出生
的周芬今年已经 73 岁了，但在邻里
眼中，她是一位
“时髦的老太太”
“
。现
在生活智能化水平不断提高，一部手
机走天下，为了不被时代淘汰，我也
在努力追赶。
”周芬说。
收完送上门的面粉，周芬去菜市
场通过手机支付买了些青菜，回家路
上又到快递驿站把网购的包裹取回
家。曾几何时，这些在年轻人看来再
普通不过的行为，对于老年人来说，
却是莫大的挑战。
5 月 17 日是世界电信和信息社
会日, 今年的主题为“面向老年人和
实现健康老龄化的数字技术”。随着
智能手机和移动网络的全面普及，在
主客观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越来越多
的“银发一族”正从不知所措走向乐
享数字生活。

本报资料片

微信和短视频成为老年人 式。”周芬说，现在在网上交水、电、燃
气、电话费我都可以自己操作了，出
精神寄托
门买菜、逛超市也都习惯用手机支付

本报 18 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
者刘欣）18 日，记者从省文旅厅及省内多
个市（地）文旅局了解到，为迎接“中国旅
游日”的到来，进一步增强文旅市场活力，
提振消费信心，我省多地推出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的文旅惠民活动。多家景区推

出门票打折、免票等活动，用实实在在的
热情和诚意端出文旅“惠民大餐”，诚邀省
内外游客畅游龙江。
2022 年“中国旅游日”主题为“感悟中
华文化，享受美好旅程”，我省主会场活动
将在大庆市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连环

湖温泉景区举行启动仪式、
“ 北国好风光
尽在黑龙江”地市旅游精品展示、
“云游百
湖发现美——我是大庆旅行家”网络推
广、
“ 晒旅游精品，荐文创产品”大型文旅
推介、推出大庆精品旅游线路等形式多样
的文旅活动，星级酒店、旅行社、景区、地

产等企业也将在活动现场亮相，推介当地
特产，
派发景区门票等。
此外，我省多个市（地）文旅局及景区
也发布了系列优惠政策。
茅兰沟国家森林公园。
图片由伊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提供

冬奥冠军回来了

曲春雨 希望下届冬奥个人单项上能有突破
2015 年末，第十三届全国冬季运动会选拔
赛，曲春雨第一站没比好，在第二站哈尔
滨站比赛开始前她给父母打电话说：
“来
哈尔滨看我最后一场比赛吧，比不好我就
16 日，准备参加次日举行的“黑龙江 直接跟你们回家。”谁知那一站，放下包袱
省参加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代表座谈会” 的曲春雨迎来爆发，在 4 圈追逐赛的比赛
的曲春雨接受了记者专访。
中，令人意想不到地打破了由王濛保持多
2 月 5 日进行的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 年的全国最好成绩。在随后的比赛中，曲
混合接力比赛，曲春雨在 1/4 决赛和决赛 春雨保持着上佳状态，也由此敲开了国家
中两次完成关键超越，为中国队夺金立下 队大门。
回想当年，曲春雨说：
“那场比赛之前
大功。回忆当时，曲春雨说：
“短道的魅力
在于瞬息万变，不可能有特别完美的技战 我状态比较低迷，一度对自己失去了信
术安排。上场前的构想，到场上会有很大 心。那次比赛我滑出了一个好成绩，触底
的变化。超越成功是对我们平时训练的 反弹让我积累了很多信心。
”
认可，
是我们运动员追求的过程和结果。
”
曲春雨说，
“ 无论是 2015 年的那场比
冬奥会期间，曲春雨在黑河市体校的 赛，还是冬奥会，都给了我特别大的底气
教练员贾俊深对记者讲起这样一件往事： 和信心，让我能够在训练和比赛中有更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杨镭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见习记者 石琪

大的突破。”从首战平昌冬奥会的铩羽而
归，到北京冬奥会上两项接力比赛取得
一金一铜，曲春雨说：
“ 通过冬奥会，让我
看到了我们中国的实力、我们短道的实
力，和我自己的实力。”
“ 冬奥会结束以后
有很多采访、拍摄，我觉得这是我在用另
一种形式宣传我们的冰雪体育。冬奥会
让我有机会站出来，让更多人去发现和
喜 欢 上 冰 雪 运 动 ，这 是 我 现 在 的 责 任 。
从 业 十 多 年 ，每 天 所 想 的 就 是 短 道 速
滑。要想更好地宣传这项运动，也需要
一些理论知识，所以我会继续学习。我
也想挑战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展现不一
样的自己。”对于四年后的米兰冬奥会，
曲春雨也有着自己的梦想：
“ 在完成团体
项目任务的同时，希望在个人单项上能
曲春雨接受专访。黑龙江日报全媒体
有所突破。”
见习记者 张春雷摄

五方面发力推动工业振兴计划落实
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书记、厅长韩雪松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孙铭阳
18 日，黑龙江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
书记、厅长韩雪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着
力破解龙江产业结构偏重问题的重大战
略举措，产业振兴行动计划是未来五年推
动工业经济、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行动
指南和根本遵循。
韩雪松表示，党代会报告确定实施产
业振兴行动计划，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
系，可以用一组数字来概括，就是要重点
打造 4 个经济发展新引擎，重点发展 5 个
战略新兴产业、6 个传统优势产业和 7 个
现代服务业，工信部门主要负责承接推动
涉及制造业的部分。
韩雪松说，具体来讲，4 个经济发展新
引擎产业，
工信部门主要承接数字经济、生
物经济中的一部分、冰雪经济中的冰雪装
备和创意设计中的工业设计部分；
5 个战略
新兴产业，由工信部门全部承接；6 个传统
优势产业中，工信部门承接化工、食品、医
药、汽车、轻工产业；7 个现代服务业中，工
信部门承接信息服务和服务型制造。
韩雪松说，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我
们对标对表产业振兴行动计划确定的发

展重点和任务清单，目前正在组织编制 12
个重点领域专项行动方案。这 12 个行动
方案在全面贯彻落实党代会报告中关于
实施产业振兴行动计划确定的重点任务
基础上，与国家实施制造业强国战略、十
四五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规划以及我省十
四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进行了衔接，确定
了未来 5 年重点产业的发展方向、发展目
标、发展路径、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经审
定后近期将公开发布。同时，为确保行动
方案落细做实，我们围绕 12 个行动方案进
一步细化梳理出 58 个产业链，正在逐个进
行战略设计，编制培育方案，同步形成产
业研究报告、配套推进方案、专项政策措
施和产业空间布局图“4 册”和链主企业
表、重点项目表、重点招商企业表和关键
核心技术表“4 表”，着力将方案细化到企
业、到项目、到技术、到产品、到空间，确保
精准施策。
韩雪松谈到，推进产业专项行动要结
合机关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部署，我们要
继续发挥厅“工业振兴+重点产业+重点
产业链”三级专班作用，在尽快完成 58 个
细分产业链培育方案编制的同时，围绕行
动方案落地见效，按照“四个体系”要求，

分年制定配套落实方案，形成一个行动方
案、一个配套落实方案、一个工作专班、一
个厅领导牵头、一条线持续抓下去的推进
体系。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韩雪松说，下
一步，省工信厅要重点抓好五个方面工
作。
一是抓运行调度。近期，随着国内外
经济发展环境不确定性增加，我省工业经
济也出现了一些起伏，我们将按照省委省
政府部署要求着力抓好运行调度，稳住工
业经济基本盘。
二是抓规划引领。行动方案发布后，
我们将及时做好宣传解读，让产业界、企
业家以及社会各方面了解知晓我省重点
产业发展的导向和着力点，集聚汇合各方
力量共同推动产业发展。
三是抓政策赋能。落实好国务院近
期下发的惠企纾困 10 条政策措施，围绕省
委省政府确定今年出台的 33 部经济高质

量发展政策，系统梳理出涉及工业和信息
化领域 253 条具体惠企政策，狠抓政策落
地实施，
持续提振企业信心。
四是抓企业包联。充分发挥省领导
包联企业示范引领作用，加力推动市地和
县区领导包联工作全面展开，持续为企业
解难题、办实事，着力构建亲清新型政商
关系，
不断提升企业获得感。
五是抓招商引资。围绕重点产业和
产业链方案谋划的重大招商项目，瞄准
一流企业开展持续招商引资活动，近期
省委省政府将召开全省招商引资大会，
我们将全力贯彻落实好会议部署，会同
市地大招商、招大商，推动工业投资量质
同步提升。
最后，韩雪松说道，省第十三次党代
会擘画了龙江产业振兴的蓝图，把蓝图变
为现实关键要靠干、靠抓落实。我坚信，
只要我们勠力同心，持续奋斗，龙江工业
振兴产业振兴一定能够如期实现。

《2021 老年人手机使用报告》显 了。身边和我一起跳广场舞的姐妹
示，我国 60 岁及以上群体的网络普 也都用手机支付，现在大家也可以像
及率为 38.6%。其中，有超过 10 万老 年轻人一样，出门不带现金了。
人日均在线超过 10 个小时，有 68.1%
不仅如此，银发一族也在向网购
的老年人上网时长低于 4 小时。
大军靠拢。2021 年“双 11”期间，阿
报告中还显示，在老年人购买智 里巴巴副总裁、天猫事业群副总裁吹
能手机的理由中，
“打电话、使用微信 雪在媒体发布会上说，
“ 双 11”周期
等社交软件”位列 TOP-1，获取新闻 内，每一天有 110 万的银发族参与，
资讯、拍照、网购、刷短视频等理由分 他们最喜欢买衣服，也在大量购买数
列第 2~5 位。黑龙江移动提供的一 码产品和智能产品。
组 60 岁以上客户的调查表明，老年
最近新在网上买了一个人工智
客户中最常用的手机 APP 前五名为 能音箱的杨大爷，每天最大的乐趣就
微信、PPLive、腾讯网、百度和腾讯视 是和智能音箱对话。
“ 现在几点了？”
频。
“播放音乐”
“ 外面天气如何”……看
很多年轻人吐槽有一个
“相亲相 着父亲找到了新的乐趣，远在外地的
爱一家人”
的微信群，
正是这个群承载 子女也很开心，
“我们很支持他网购，
了老年人的精神寄托，通过车、马、邮 接触新鲜事物，这样也能保持一个年
件与家人朋友保持联系的时代早已远 轻的心态。
”
去，老年人也渴望与亲朋好友沟通问
适老化产品、服务让老年
候，
以满足自身情感互动的精神需求，
人更好拥抱数字生活
微信无疑就是当下最便捷的选择。
短视频风靡的当下，刷短视频已
5 月 17 日是世界电信和信息社
然成为老年人消磨时间的主要休闲 会日, 今年的主题为“面向老年人和
娱乐方式之一。但与网络上对
“网瘾 实现健康老龄化的数字技术”。今年
老人”的想像不同，
《2021 老年人手 受疫情影响，健康码查询成为出行必
机使用报告》显示，参与本次调研的 备技能，这也倒逼老年群体尽快适应
老年人在使用手机过程中展示出主 智能手机带来的改变。如何让老年
体性和积极的学习能力，学做菜、学 人更好地拥抱数字生活，已成为社会
广场舞、学太极瑜伽等学习类行为高 各界亟待攻克的一大课题。
频出现，56.6%的老年人通过手机增
打开手机应用市场，搜索“大字
进厨艺。
版”
“ 关怀版”会发现，从浏览器到社
“现在的生活水平好了，一些传 交软件再到地图、音乐等各种手机应
统的家常菜孩子们不爱吃了，我经常 用软件，都推出了“大字版”，聚合适
在手机上学点新做法，等节假日孩子 老化内容和服务。但网络应用适老
们过来做给他们吃。”周芬说，我平时 化改造，也不应该只是催生更多的
也赶赶潮流，跟着视频做家庭版麻辣 “大字版”手机、APP，而应以老年人
烫、凉皮、蒸蛋糕之类的。
的切身权益保障为初心，真正惠及银
发族。
手机支付逐步普及
刘女士给家人办理了中国移动
2021 年另一份由中国社会科学 “孝心卡”，能够实时获取老人的定
院社会发展战略发展研究院发布的 位、查询历史轨迹。
“ 在外地工作，我
《后疫情时代的互联网适老化研究》 最怕的就是给我妈打电话她不接。
报告中也显示，老年人最常用的社交 她年龄大了，一个人出门我总不放
工具仍然是微信，而且开始在微信中 心。给我妈办了这个‘孝心卡’我就
做出更多尝试。最显著的变化是，他 放心多了。
”刘女士说。
们开始更大胆地使用微信支付。
“缴
黑龙江联通还开展了线上助老公
纳水、电、煤气生活费用”是老年人最 益讲堂活动，
聚焦生活常用APP使用、
常使用的手机功能之一，39.05%的老 交通出行、健康码扫描、反电信诈骗
年人拥用手机后提升了办事效率，日 等，
让老年人更好的适应数字化时代。
常生活更加便捷。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在
“最开始用手机支付的时候，总 “万物智联”时代，我们乐见让老年人
担心把钱花丢了，我女儿就给我专门 在享受数字生活的过程中获得幸福
绑了一张银行卡，里面只放几百块 感、安全感，让更多数字化的产品、技
钱，这样我渐渐就适应了这种支付方 术和服务传递出科技的温度。

哈工大马铃薯加工
生物技术转化落地
本报讯（门姝 黑龙江日报全媒 技创新资源、创新成果与产业需求有
体记者彭溢）近日，哈尔滨工业大学 效对接中，发现了这项
“待字闺中”的
微生物资源保藏和利用工程研究中 高端技术。去年 10 月，借助“科创中
心与黑龙江威凯洱生物技术有限公 国”平台，促成了哈工大微生物资源
司技术团队合作的微生物菌种规模 保藏和利用工程研究中心与黑龙江
生产工艺，经多次规模实验获得成 威凯洱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战略合作，
功，预计年产 150 吨微生物菌剂，可 实施马铃薯淀粉工业副产物资源化
满足 2 个万吨级淀粉厂马铃薯淀粉 技术中微生物菌种的工业化生产。
副产物资源化需求。
在
“科创中国”
科技服务团的帮助
我省是马铃薯生产大省。传统 下，
双方克服疫情影响，
完成了产业化
近期经过多轮微
工艺下马铃薯生产加工过程会产生 示范和生产规模试验，
大量废弃物，既是一种资源浪费，也 生物菌种工业化生产技术交流与工艺
对环境造成污染。为此，哈工大科研 完善，
确定了工业化微生物菌剂的生产
高附加值产品在产量、
品质、
成本
团队研发了马铃薯淀粉工业废弃物 方案，
等方面均已达标，
标志着
“马铃薯淀粉
资源化生物技术。
成功转化
据介绍，该技术利用微生物菌剂 工业废弃物资源化生物技术”
以资源化处理的方式，排除了薯渣和 落地，
正式进入推广应用阶段。
高浓度有机污水对环境造成的危害，
可从淀粉加工的废液里提炼出饲料
解除劳动关系公告
蛋白源、人体蛋白、氨基酸、寡糖、B
王玥（身份证号23022919840606****），
族维生素等产品。这项
“马铃薯淀粉 因你长期旷工，根据有关规定，单位对你作
废水提取蛋白综合利用技术”被中国 出解除劳动关系的决定。请你自本公告刊
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列入国家先进污 登之日起 30 日内到单位人事部门办理相
染防治示范技术名录。
关手续。逾期后果自负。特此公告。
由省科协组建的“科创中国”哈
绥化学院
2022 年 5 月 19 日
尔滨新区区域科技服务团在推动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