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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城关注

□文/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蔡韬 刘瑞
摄/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蒋国红

夜幕降临，冰城街路的大排档里，人们一边
吃着烧烤海鲜，一边喝着啤酒，谈天说地，不亦
乐乎……仲夏六月，在大排档允许外摆政策的
推动下，夏日“夜经济”越来越火热，冰城浓浓的

“烟火气”回归。大排档既丰富了市民生活，冰
城的快乐消费也开始了。

17日晚，香坊区司徒街上人头攒动，这里
汇聚着各种特色餐饮美食，海鲜、烧烤、炒菜、熏
酱……食客们坐在餐厅外摆的大排档里，吹着
夏夜的微风，觥筹交错，大快朵颐。餐厅门口，
还等候着不少骑着单车的代驾司机，等待订单
的到来。

近 300米的餐饮一条街上，一家人气爆棚
的海鲜烧烤店引起了记者的注意，不到晚7点，
该店外摆的位置就已客满。

看到眼前这番热闹的场景，很难想象，这家
经营了五年的海鲜烧烤店，不久前竟面临关门
的困境。据店主孙先生介绍，几个月前，由于疫
情防控需要，当时店内经营由堂食转为外卖，每
月经营收入下降7成。

为支持市场主体应对疫情影响、提振消费，
5月17日，哈尔滨市发布《关于餐饮及零售企业
门店外摆经营规范管理指导意见》，允许商家在
规定时间内、不占用盲道、不扰乱市容环境秩序
等情况下，可以外摆经营。孙先生的烧烤店，从
以前 10张桌子，增加到了 18张桌子，经营面积
扩大了近一倍，收入也增加近一倍。

外摆既是餐厅鲜活的“招牌”，也成了撬动
“夜经济”的杠杆。

每到夜幕降临，南岗区延兴东路餐饮一条
街 20余家饭店均外摆上了桌椅。一家烤肉大
排档老板童先生告诉记者，不允许出店经营之
前，他每日营业额只有不到 2000元；允许外摆
以来，小店的生意迅速红火了起来，这个月粗略
估算一天营业额能到5000元。

“夏天就是烤串、啤酒、大排档，对于很多顾
客来说，能够坐在户外畅谈、休闲放松是最惬意
的。鼓励餐饮外摆，无异于是一针‘回血剂’，能
有效缓解我们的经营压力，提振经营信心。”童
先生说。

常态化疫情防控之下，市容秩序和城市烟
火能否兼得？一放就乱、一管就死，是很多领域
经常出现的现象之一。哈尔滨市允许餐厅外摆

会不会也步入这个怪圈？
记者在多条街道走访时看到，绝大多数大排

档都能做到在店铺周围允许的范围内摆摊设点，
外摆棚伞简洁美观，桌椅摆放整齐有序。食客中
也鲜有大声喧哗者，基本能够做到文明就餐。

“以前大家都是劝酒，好像不喝醉关系就不
够铁。现在喝水、喝茶的多了，即便喝酒，喝多
少也是自己说了算，聚会结束时，大家会给喝了
酒的同伴请代驾或是送他们回家。”在南岗区革
新街一家大排档就餐的市民高先生说，以前经
常有人喝了酒在街头大声喧哗，很不文明，现在
这类情况少多了。附近一家烤肉店店主告诉记
者，他们给每张外摆餐桌都准备了垃圾桶，大家
一般都不会随地乱扔垃圾。现在市民的素质提
高了，街头大排档的秩序也比以前好多了。

据悉，允许外摆期间，各区城管执法部门主
动服务，采取发放“服务联系卡”、公布服务电话
等形式，现场与商家确认相关事宜，尽最大努力
帮助指导餐饮及零售企业按照规范标准从事外
摆经营活动。

大排档能够检验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和治
理水平。随着近年来的持续整治，市民文明素
质不断提升，哈尔滨的市容环境有了质的变化。

哈尔滨夜灯亮了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李爱民）记
者从哈尔滨市科技局获悉，省优化营商环境专
项行动开展以来，哈尔滨市以“办事流程锁定最
优 科技服务争创一流”的目标，哈市科技局 71
名“店小二”将服务理念内化于心，使哈尔滨市
科技领域政务服务事项全部保持“全国最优”，
创新创业活跃度稳步提升，在全省营商环境第
一季度擂台赛中实现良好开局。

为打造“创新引领之都”营造充满活力的创新
氛围和开放包容的政务服务环境，哈尔滨市建立
了“五个一”工作体系，即一条“提升创新创业活跃
度”工作主线、一套“大小结合”的运行保障机制、
一部“宽严相济”的管理工作规范、“一张网”科技

创新服务平台、一个对标比优的“城市坐标系”。
坚持一条“提升创新创业活跃度”的工作主

线。年初以来，制定完成了《哈尔滨打造“创新
引领之都”工作方案（建议稿）》和《科技创新支
撑产业振兴行动计划》等方案措施，在创新主
体、创新载体、科技人才、科技金融、成果招商、
国际合作等方面开展系统谋划，明确路线图，细
化时间表。

优化“一张网”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在功能
涵盖市级科技计划项目申报、审核、评审、立项、
验收、监管等全流程管理基础上，对智能比对、
智能分析等功能进行优化升级。在项目管理过
程中落实“放管服”改革要求，实施精简表单材

料、材料一次报送、信息一次填报，进一步优化
项目申报评审、验收程序，压缩填报内容和时
间，为项目承担单位和科研人员松绑减负，实现
线下零跑腿，线上零距离。

找准一个对标比优的“城市坐标系”。启动
新一轮政务服务事项对标比优和“减件提速”行
动，在“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坐标系内，以同类事
项流程最优的城市为参照，通过开展横向比对，进
一步压缩时限、减少要件、优化流程。通过新一轮

“减件提速”工作，共简化申报要件一项（技术贸易
机构备案）、优化审批流程一项（实验动物许可），
目前哈市科技系统全部政务服务事项在时限、要
件、流程等各方面均达到全国最优水平。

在“五个一”工作体系保障下，哈尔滨市科
技领域政务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有效激发了
市场主体创新创业热情，也为哈尔滨科技部门
制定全年工作目标提供了足够底气。据悉，今
年，按照省营商环境专项行动“应落尽落”“跳起
摸高”的要求，哈尔滨市明确了高新技术企业净
增550家，总数达到2300家；年度新增市级备案
科技企业孵化器 20家以上，总数达到 130家以
上；新增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1家以上，总数
达到16家以上；技术合同成交额达到305亿元；
推进科技政策扎实落地，引导全社会加大研发
投入，力争哈市研发投入强度达到全国平均水
平等硬性指标任务。

今年高新技术企业预计净增超过500家，总数达到2300家

“五个一”助跑创新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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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智博

每年中高考日，“的士”党员学雷锋志愿服务队
免费为考生提供接送服务；每日早晚高峰期，志愿
者们在交通路口以文明引导方式助力城市交通规
范；每逢节假日，志愿者们更是通过义务劳动来美
化百姓家园……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
标志。近年来，哈尔滨市不断丰富志愿服务内容、
创新服务形式、提升服务质量，推进志愿服务制度
化发展。目前，全市注册志愿者达到 140.3775万
人。如今，“有时间做志愿者，有困难找志愿者”已
成为冰城人的一种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

“您好，我是邵春云，辖区在进行新冠疫苗接种
统计，想了解一下咱家接种情况……”连日来，在哈
尔滨市道里区通江街道，64岁志愿者邵春云的身
影穿梭于各栋居民楼之间。为了准确掌握辖区疫
苗接种信息，邵春云主动报名，成为了统计调查队
成员之一。老城区的居民楼多数都没有电梯，邵春
云就拾级而上，几栋楼下来，汗水浸透衣衫，他却没
有丝毫怨言，而是自豪地说：“穿上志愿者的服装，
就能感到肩上沉甸甸的责任。”

邵春云仅是道里区 23万余名志愿者的缩影。
以学雷锋精神为魂，以志愿服务组织为体，以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建设为契机，道里区不断发
力区、镇、村三级志愿服务组织建设，如今全区志愿
服务队伍已达到280余支，参与志愿服务和开展活
动累计76204次。

事实上不仅是在道里区，在全市的各个社区、
众多领域这样的志愿服务随时都在上演。从深入
基层关心帮助困难群体，到坚守抗疫一线助力联防
联控，再到参与社区治理更好服务群众……哪里有
需要，哪里就有志愿者的身影。2019年，哈尔滨市
入选全国第三批“志愿之城”试点城市；全市先后有
60余个项目荣获全国、全省优秀志愿服务项目。

记者从哈尔滨市文明办了解到，近年来，为助
力志愿服务发展，哈市累计投入2000余万元，重点

打造关爱空巢老人、关爱外来务工子女等市级志愿
服务实践基地，实行连锁化运营模式，延伸志愿服
务触角，建立区、县（市）志愿服务驿站和社区志愿
服务站，广大市民可以就近就便接受或参与到志愿
服务活动之中。同时，充分利用社区文化活动中
心、党群服务中心、物业服务大厅等场地，设立志愿
服务站点。全市各机关、市属高等学校均建有志愿
服务队伍，中央大街、索菲亚教堂、太阳岛等主要景
区均实现志愿服务站点全覆盖。

同时，哈尔滨市还在规范志愿者招募注册、加
强志愿者培训管理、建立志愿服务记录制度、健全
志愿服务激励机制、完善政策和法律保障等方面采
取有力措施，通过组织化推动、项目化运作、专业化
保障促进志愿服务常态化、制度化。此外，制定全
市志愿服务站（队）十条标准，明确志愿服务规范化
流程，制定志愿者招募、注册、培训、嘉许等制度，着
力提升志愿者服务能力。

如今，百万余志愿者活跃在城市的各个角
落，无论战“疫”时刻或平常，志愿者们用爱汇聚
成一缕缕阳光，用奉献诠释新时代文明实践的责
任与担当，让文明之风沁润民心，让文明之花开
满冰城。

一抹志愿红
温暖这座城

近日，记者从哈尔滨市
城管局获悉，经过前期紧张
施工，哈尔滨市兆麟公园灯
饰亮化维修工程、彩化工程
均已完工。修整一新的兆麟
公园绿树成荫、鲜花盛开，美
不胜收。

此次补植涉及榆树、柳
树、丁香、海棠、蒙古栎等10
余个品种共计 288 株，植物
播种1000余平方米，恢复了
公园原有生态景观功能。同
时，公园通过栽植露地花卉
大色块片植，点缀形式多样
的花箱和花架，实现平面立
体相结合，共完成彩化面积
3332.32 平方米，栽植金鱼
草、小丽菊、四季海棠、孔雀
草等花卉，由红、黄、粉、绿、
银五大色系组成，以亮丽的
彩化景观迎接八方来客。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
者 刘瑞摄

兆麟公园整装一新等你来

临近晚临近晚1010点大排档开始收拾桌椅点大排档开始收拾桌椅。。

外摆大排档棚伞简洁美观。大排档人气爆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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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小广告。 资料片

本报21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蔡韬 邢
汉夫）工程师在平板电脑上轻轻一点，抹光机器人自
动对粗糙的墙面进行打磨抛光；室内清扫机器人不
仅能做到全自动打扫，还可以智能避开障碍物……
21日，一场人工智能暨装配式建造技术在建筑领域
应用现场观摩会在哈尔滨市金地峯范建设项目现场
上演。

打磨可谓是一件脏活、累活，尤其是在封闭空间
内打磨时，工人们会被淹没在粉尘当中看不到人。而
在该项目施工展示区，记者看到，技术人员操作平板
电脑发出指令后，一台抹光机器人迅速开动磨盘，将
粗糙的墙面打磨抛光，打磨产生的灰尘也由机器人自
带的吸尘系统收集起来，大大降低室内的粉尘密度。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项目建设现场采用黑匣子
等全新智能化技术，并使用混凝土整平机器人、抹平
机器人、抹光机器人、外墙智能喷涂机器人等多项智
能设备进行作业，极大提升施工效率，节省了不少人
力成本。除采用人工智能建设设备外，该项目还积
极推行装配式建筑工艺，将外墙板、楼梯等模块在工
厂进行生产，现场只需对这些模块进行拼接、组装、
搭建，既缩短工期，又降低能耗，还减少污染物排放。

“建筑企业在室外地面施工、建筑主体施工作业
中，应用人工智能暨装配式建造和管理技术，使用智
能施工设备进行作业，大幅提高了施工效率、地面密
实和均匀度、涂层平整度和均质度，缩小了施工误
差，提升了工程品质，保证了施工质量，减少了建筑
材料消耗。”哈尔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该项目在人工智能暨装配式建造技术方面的
规模化应用示范，打响了哈市推动科技成果规模转
化应用和建筑行业转型升级的“第一枪”，彰显了哈
市在建设科技领域的省会担当，在全省起到了率先
垂范作用。

据了解，一直以来，哈市大力推进智能建造与新
型建筑工业化发展，催生了一批产业链优秀企业，建
筑工业化业态基本形成，智能建造与新型建筑工业
化发展态势积极向好。同时，哈市积极探索“智慧工
地”平台开发与应用，不断加强数字化转型顶层设计
与实践探索，助推龙江建筑业转型升级发展。

冰城智慧工地
惊艳亮相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韩丽平）由哈尔
滨市政府、黑龙江省商务厅主办，哈尔滨市商务局等
承办的“实惠引领、驾驭未来”——2022年哈尔滨市
公益汽车展销活动将于6月29日~7月3日在哈尔滨
国际会展中心室外广场展区举行。本次车展参观群
众免门票。

本次公益车展参展车型主要为家用轿车、SUV
越野车、MPV商务车和新能源汽车，涵盖 73个汽车
品牌，有145家限上汽车销售企业参加销售活动。

哈尔滨市政府为本次公益车展配套补贴资金
1100万元。活动期间，凡在哈市城区限上汽车销售
企业购买“国六”标准7座以下（含7座）家用新车（含
新能源汽车）的居民，在享受企业优惠政策后，可分
四档享受政府补贴政策。购买 10万元（含）以下车
辆，每台车给予 3000元政府补贴；购买 10万元以上
至 25万元（含）车辆，每台车给予 4000元政府补贴；
购买 25万元以上至 40万元（含）车辆，每台车给予
5000元政府补贴；购买 40万元以上车辆，每台车给
予 6000元政府补贴。补贴期间，按照先到先得，发
完即止的原则发放，政府补贴资金不得与其他补贴
资金重复享受。

免门票 购车最高补贴6000元

29日来看车展

日前，“奔跑吧，少年”2021~2022学年度哈尔滨
市中小学生足球比赛拉开战幕。比赛将持续到7月
18日。

本届比赛由哈尔滨市教育局主办，以“享受乐
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锻炼意志”为主题，比赛同
时也是黑龙江省校园足球四级联赛哈尔滨赛区和哈
尔滨市“全国校园足球改革试验区”系列活动的重要
组成部分，共有道里、道外等9区及五常、尚志等8县
（市）的小学、初中和高中代表队，合计68支队伍的
1233名学生运动员参赛，全部赛事共计170场。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莉 邢汉夫摄

奔跑吧，少年！

足球小将奋力拼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