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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见习记者 李成茁

初夏时节，哈尔滨市平新街道逐
渐热闹起来,哈尔滨市公安局平房分
局平新街派出所所长王剑峰挨家挨
户地走访，与居民你一言我一语，了
解着群众的诉求。对于百姓，王剑峰
是守护者，也更像是家里人。

“深入群众如鱼得水，脱离群众
树断根。”在王剑峰的工作日志封面
上，写着这样两行工整的钢笔字。在
王剑峰眼里，自己的生活已和平新街
道融为一体。23年间，他用责任书
写担当，用赤诚点亮一方温暖。

一次次冲锋在前
提及23年的从警生涯，王剑峰的

眼里充满坚毅，“冲锋”二字被他多次提
及，面对犯罪分子的刀尖、枪口，他总会
毫不畏缩，第一个站出来、冲上去。在
王剑峰一起出战的伙伴们的记忆中，
面对犯罪分子的刀尖、枪口时，总有一
个声音在耳畔：“我是队长，我先上！”

2012 年，王剑峰带领团队奔赴
昆明市抓捕毒贩。将犯罪嫌疑人锁
定在一个房间内，但房间内具体情况
不明，关键时刻，王剑峰第一个冲进
房间，“往后退，他有枪！”王剑峰毫无
畏惧，夺下毒贩手枪，缴获冰毒 2公
斤、麻古532粒。

创新机制守护辖区百姓
平新街派出所辖区地处城乡接

合部，人员复杂，辖区有两所职业院
校和一所民办大学，在校师生近4万
人，如何让辖区秩序平稳有序，成为
摆在王剑峰面前的一道必答题。

2019年，王剑峰创新运行“三队
一室”警务机制，社区队实行“1+1+
N”模式，实现社区民警专职化；案件

民警与刑警辖区中队捆绑办案，实现
案件民警专业化；巡逻民警实行陆空
巡控，屯警街面，动中备勤，提高见警
率，实现巡逻民警高效化。

2021 年，他带领民警走进三所
大专院校，举办 10场电信诈骗专题
讲座，宣传注册“金钟罩”警民联防小
程序，先后在三所学校筹建多功能现
代化校园警务室，开展警务前移进校
园+法律知识宣讲活动，实现了服务
前移和校园发案下降的双重目标，让
警务室真正成了师生身边的“110”。

群众眼中的家里人
“剑峰来了，我真高兴！”辖区居

民王明财见到王剑峰像是有了主心
骨，说起和王剑峰的故事，王明财打
开了话匣。

时间追溯到 2006 年，王剑峰入
户走访，来到盲人夫妇王明财家中，
见到眼前的场景让他心酸不已，不足
20平方米的房间被分成两间，一个
衣柜是这个家仅有的家当。一句“以
后我就是你们的‘家里人’，我来照顾
你们！”的承诺使王剑峰和王明财之
间的纽带维系至今。

王明财逢人便说：“剑峰就像照
进我们夫妻俩生活的一束光，让我们
的生活有了希望。”这束光，一照就是
16年。16年间，尽管王剑峰多次更
换了工作岗位和职务，但“家里人”的
角色却始终不曾易主，工作再忙、执
勤再累，每逢周末都会准时出现在王
明财的家中。

不仅仅是王明财，69岁的刘有、
75岁的刘茂清……只要辖区群众遇
到难事，王剑峰一定是最先出现的那
个人。王剑峰将基层群众的冷热挂
在心上，在为民服务的路上奉献着自
己的青春年华，用情系人民的态度书
写自己的不凡人生。

王剑峰
扎根基层23年守护一方平安

龙江“全国公安英模”

位于加格达奇工业园区内的省级寒地生物项
目——国邦北药仓储加工产业园，是省级重点项目，将
相继建设饮片加工厂、仓储基地、综合办公楼、中药材
精深加工车间、实验车间，目前正向着11月试生产的目
标稳步快跑。

北山公园防空洞内寒气袭人，换上棉衣，尹烨一
行来到这里进行国家寒温带基因库大兴安岭分库的
选址……

“大兴安岭是寒温带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
一，这些资源怎么能够把它存起来、用起来，是一个功
在千秋的事情，来自于大兴安岭的这些亿万年的生物
精华、种子等一些生物样本，都可以在政府的现代化管
理下把它长期留存下来。”尹烨说。

17日，大兴安岭在地区会展中心礼堂，尹烨以《生
命科学之美》为题，应邀在新兴安大讲堂作科普专题讲
座。地林直、中省直各单位机关干部、职工、企业家代
表及广大网民线上线下共36.5万人进行了收听收看。

尹烨说，大兴安岭保存有我国生态系统结构最完
整和健康状况最良好的林草交错带，是我国北方地区
重要的生态屏障，是中国生物多样性资源最丰富的地
区，是中国35个生物多样性优先保护区域之一，同时它
还是享誉国内外的“中国野生蓝莓之乡”。华大集团与
大兴安岭已经有了良好的合作开端，相信在未来的合
作过程中必将结出累累硕果。

大兴安岭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范庆华在主持专
题讲座时说，依托大兴安岭华大寒带生物联合研究中心
平台，华大集团已经和大兴安岭开启了全面战略合作，这
是林区转型振兴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机遇。全区广
大党员干部要与华大集团共同努力，打造“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实践地，走出一条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结构
更优、优势得到充分释放的新的发展之路。

77个小时的调研互动，接续的将是夜以继日的谋
划落实，随着大兴安岭与华大全面战略合作的不断深
化，寒地生物产业的未来，已经来了。

□文/摄 闫捍江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磊

加区、新林、漠河、阿木尔、塔河、松
岭，77个小时、1100公里、16地调研、一堂
公开课、四场直播……距华大集团董事
长汪建携专家组到大兴安岭考察仅16天
后，华大CEO尹烨率领专家组一行再度
北上。15日，大兴安岭华大寒带生物联
合研究中心正式挂牌，16日实地深访寒
地生物资源与产业，17日，考察国家寒温
带基因库大兴安岭分库拟选址……锚定
独有寒地资源禀赋，华大集团与大兴安
岭的务实合作，正有序推进。

大兴安岭地区医院是一家三甲医院，
为大兴安岭及周边四五十万人口提供医
疗服务。

作为华大首席执行官，尹烨对“基因”
极为关注，刚下飞机就来到此次调研的首
站地区医院，考察当地的核酸检测能力，
慢性病防治情况，助力兴安医疗。在地区
医院核酸检测基地，他对医院的核酸检测
能力给予好评。“中国的科技只有能走到
每一个边陲，那才是中国真正的实力。”尹
烨说。

“能不能把这种原来新冠的检测变成
出生缺陷、中晚期的肿瘤的早筛啊！我们
可以早早地去防治肿瘤，不要等到中晚期
再去治疗，包括像出生缺陷三级的预防
等。”尹烨对本地常见病、多发病的基因筛
查项目提出意见。

15日中午，加格达奇虽然细雨绵绵，
但当地的农林科学院门前却暖意融融，在
阵阵掌声中，大兴安岭地委书记徐向国与
尹烨共同为大兴安岭华大寒带生物联合
研究中心揭牌，华大集团在大兴安岭的优
良土壤上，助力寒地生物产业大发展快发
展。

在张仲景养生院考察北药药膳，到龙
江第一湾点评野生浆果，面对大兴安岭独
有的丰厚生态资源禀赋和生物产业发展
现状，尹烨一行与大兴安岭各地的专家学
者、政府企业不时探讨分析、交换意见，不
断在行程中积极探寻着以科技赋能生物
产业的机会和结合点。

“大兴安岭是生态多样性最丰富的
地区之一，我们寻找这些抗寒的基因，开
展寒带作物的生物多样性研究，包括药
用植物、生态、黑土地以及相关的一些菌
群的研究，这些都可以助力今天的生物
医药、生物农业、生物环保、生物制造。”
尹烨说。

我省优化营商环境颁布了高效保证
政策，为企业发展提供了广阔发展空间。
尹烨对此强烈点赞：生物经济在龙江的发
展前景非常广阔。通过这段时间紧锣密
鼓地交流，无论在营商环境、沟通效率，还
是在下一个时代战略机遇的把握上，在黑
龙江省委省政府的大力倡导之下，从上到
下都已经动起来了。也使得我们对在龙
江的发展充满了信心，大兴安岭寒带生物
联合研究中心成立后，对应的还将建立基
因库，利用华大的技术开展各种各样的关
于健康的民生项目，造福于龙江的百姓。

合理利用生物样本资源

探寻如何科技赋能生物产业

第一关注是基因

龙江第一湾龙江第一湾。。

尹烨在森林中做生态多样性知识科普。

尹烨在超越公司考察野生浆果开发。

尹烨点赞大兴安岭矿泉水。

21日，夏至，傍晚，一道灿烂的晚霞烧
红了哈尔滨的天空。松花江畔，太阳慢慢
沉入地平线下，天边的云朵慢慢变色，由粉
红、杏红到橘红、朱红、大红，靓丽的色彩涂
满天际。

哈尔滨防洪胜利纪念塔江边，市民坐
在台阶上欣赏这灿烂的晚霞，纷纷掏出手
机，拍下这难得一见的美景。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澍摄

松花江畔
环评公示

我公司委托环评公司编制完成黑龙
江华明管业有限公司 100万吨制管项目
变更环境影响报告书，现向公众征求意
见，详见哈尔滨阿城区人民政府网或链
接https://pan.baidu.com/s/1PQn2t1dw9
8bnD0IQ9Gpw7g?pwd=zp9w。

黑龙江华明管业有限公司
2022年6月16日

公告
王泽龙，身份证号：23018319740725****，

已连续旷工十五日，按照《中国铁路哈尔滨局
集团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管理办法》（哈铁劳卫
〔2020〕10号）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特此公告。
请于公告之日起七日内，到我单位办理离职手
续。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电务段
2022年6月21日

环评公示
我公司于厂区现有原料药生产车间进

行内部改造增加部分生产设备，无土建工程，
不新增建筑面积。建成后新增共线品种10
个，调整现有2个品种生产规模。详见黑龙
江新闻网http://www.hljnews.cn/zt/con⁃
tent/2022-06/17/content_622048.html。
联系人：于德顺，13895786473。

兰西哈三联制药有限公司

宾西经济技术开发区总体规划
（2015-2030）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宾西经济技术开发区总体规划
（2015-2030）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
编制完成，现向公众征求意见，详见宾县
人民政府网。规划单位：宾西经济技术
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联系人：杨明；电话：
0451-56150405。

烂漫

（上接第一版）增强哈尔滨辐射
力、影响力、带动力，集中打造数字
经济、生物经济、冰雪经济、创意设
计发展核心区，加快建设航空航天、
高端智能装备、未来食品、汽车等制
造基地，建设国际交流特色城市，构
建全省高质量发展核心动力源。

以哈大齐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为引领，推动数字经济、生物经济、
页岩油开发、石油化工、重型装备、
新能源汽车、金属基新材料、食品加
工等集群发展，构筑哈大齐协同一
体的科创走廊和工业走廊。

以哈亚牡地区为重点，集中布
局冰雪经济、旅游康养、平台经济、
生物医药等产业，建设泛亚布力国
际滑雪大区。促进煤炭优质产能加
快释放，培育新能源产业，建设石墨
新材料精深加工基地，打造煤炭资
源型城市转型发展区。加快数字农
业、生物制造、绿色食品、智能农机
产业向佳木斯、绥化等“藏粮于地、
藏粮于技”战略核心区延伸，构建

“粮头食尾、农头工尾”示范区。

推动国际商务、跨境电商、跨境
物流、轻工和进出口加工产业加快
发展，高标准规划建设黑瞎子岛中
俄国际示范区和数字经济、生物经
济总部注册地，打造绿色生态旅游
岛、便利惠利贸易岛，做强沿边开发
开放合作区。发挥大小兴安岭地区
生态功能，培育发展生态旅游、林下
食品、森林碳汇、北药开发等产业，
打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
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实践地。

此外，《行动计划》还提到，启
动实施十大重点行动，实现“追赶
超越”，包括宣传引导行动、招商引
资行动、产业集群培育行动、科技成
果转化行动、园区提升行动、政策惠
企行动、金融助振兴行动、人才保障
行动、要素支撑行动、品牌培育建设
行动。提出建立健全组织领导体
系、建立健全计划落实体系、建立
健全政策保障体系、建立健全工作
推进体系、建立健全考核评价体
系、建立健全督导问责体系 6 项保
障措施。

省政府发布产业振兴行动计划

华大集团&大兴安岭

寒地生物产业 已来

晚霞

本报21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
记者李淅）今天在省图书馆惊艳启
幕的“纪念萧红诞辰111周年——雕
版手制书《呼兰河传》特展”，博得众
多观展者的喝彩。

据悉，本次展览由省图书馆主
办，将为期1个月，向公众免费开放。

据了解，本次特展活动以展示
黑龙江籍著名作家萧红的长篇小说
《呼兰河传》为主题，以“雕版连环
画”为主要工艺载体，表现了经典文
学作品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多元融合
的审美特色。作品由省美术馆张玉
杰馆长创意策划，以全国十佳连环
画家侯国良先生创作的连环画《呼
兰河传》为蓝本，由著名装帧设计
师、哈尔滨师范大学王绘教授对原
图进行数字化提线制作，并特约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邰立平
以传统雕版工艺刻制，历时三年，终
得付梓。

出席本次特展开幕式的省委宣
传部副部长、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
陈哲接受龙头新闻记者采访时说，

黑龙江有着独特的地域文化，涌现
出众多的文化名人和经典作品。今
年是萧红诞辰 111 周年，在省图书
馆举办的这个“雕版手制书《呼兰河
传》特展”，既是一次全民阅读推广
的好机会，也是将中国现代文学史
的经典之作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
完美结合的创新之举。陈哲表示，
图书馆是重要的公共文化服务平
台，全省图书馆要持续开展深层的
阅读推广活动，利用特色馆藏打造
出龙江文化品牌，推动文旅融合高
质量和创新性发展。

“我馆入藏雕版手制书《呼兰河
传》并隆重展出，旨在弘扬时代文学
之精神，传承中华传统艺术之魂，展
现龙江文化之美。”省图书馆馆长殷
峰说：“高质量的经典文献在满足人
民高品质阅读需求、提升人民思想
境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省图书馆将以此次特展
为契机，加强文学与各种艺术形式
交流合作，为推动全民阅读、增强文
化自信、建设文化强省贡献力量。”

雕版手制书《呼兰河传》特展
在省图书馆启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