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2022年7月5日 星期二 要闻 责编：车 轮（0451-84630038）
执编/版式：马秀芬（0451-84655248） 美编：赵 博（0451-84655238）

E-mail：yaowen8900@sina.cn

“通过政府消费券发放，有效激发因疫
情影响而暂时‘蛰伏’的消费需求。集聚了
消费需求、释放了消费潜力。”

枫叶小镇奥特莱斯（哈尔滨）广场有限
公司行政部经理王立峰表示，政府消费券
实实在在起到了促进消费复苏、激发消费
欲望、支持市场主体加快恢复发展的作用。

在连续多轮政府消费券加持下，枫叶
小镇奥特莱斯客流量成倍增长，销量也大
幅提升。除了用好政府消费券外，枫叶小
镇还与银联携手尝试数字化经营转型，利
用金融科技，通过支付、互联网平台精准覆
盖相应人群，触达客户。

王立峰介绍，去年，枫叶小镇卡基交易
超过 8000万元，位列全省百货类商户第
三。今年5月7日至5月22日，枫叶小镇与
中国银联共同出资500万元举办了2022年
松北区首场百货促消费活动，并通过商业
场景向文旅休闲场景成功跨场景引流，“仅
仅 15天，枫叶小镇新增会员 1.18万人，实
现销售4642万元，环比增长7.2倍。”

在采访中，政府消费券互联网效应和
数字化经营转型被专家、商界和消费者频
繁提及。

政府消费券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效用，
其“乘数效应”和“杠杆效应”远超消费金额

本身。
除了“乘数效应”和“杠杆效应”，政府消

费券的“网络效应”越来越受到广泛关注。
有专家表示，政府发放消费券，往往会

联合互联网平台，互联网平台通过提供线
上支付、交易支持和消费补贴获得平台收
益。企业、商户也抓住机会通过开办网上
商城等形式将商品和服务向线上拓展，消
费者也培养出了线上消费的习惯，引导消
费和数字经济融合，为新型消费奠定更扎
实的产业基础，为经济恢复和产业升级发
挥重要作用。

图为市民在排队购物。

政府消费券 助推新型消费和企业数字化经营转型

消费券 激活消费动能
□文/摄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崔立东

6月26日，为期三天的哈
尔滨市政府“助企惠民，促进
消费”活动圆满收官。本期
活动中哈尔滨市政府向限上
大型百货商场（不含超市）、
家电通讯等行业投入2400万
元补贴资金。哈尔滨市商务
局消息称，3天时间，限上商
家使用补贴资金2292.6万元，
实现交易 2.52 亿元，直接拉
动消费11倍。6月29日，主
题为“实惠引领，驾驭未来”
的公益车展盛装启幕，哈尔
滨市政府再贴1100万元，支
持市场主体恢复发展，惠及
民生。

在一轮接一轮政府消费
券的撬动下，公众消费信心
大大提振，释放了消费潜能，
有力支持了市场主体加快恢
复和健康发展。

6 月 24 日，哈尔滨市第 2 轮
第 5 期第 10 批次政府消费券投
放。

华滨通讯市场部经理郑岩
说：“好久不见排队购物的场面
了。”他说，早上7点不到，商场门
前就排起了长队。

郑经理没有透露销售额，只
给出了对比：销量是上周五（6月
17 日）的 3.03 倍；销售额是上周
五（6月17日）的4.4倍。

6 月 25 日上午 9 点半，记者
来到枫叶小镇奥特莱斯时，商场
已经提前40分钟开门纳客了。

6 月 26 日，为期 3 天的本批
次政府消费券发放进入最后一
天。在融创茂华为手机专卖店，
记者拿起一款小巧的折叠屏手
机，营业员说此款手机售价 8800
元，可享受满 5000元补贴 500元
政府消费券优惠。她补充说，虽
然满足不了10000元补贴1000元
档，不过，店里还有多种优惠叠
加，“肯定会让你满意！”

当日上午，记者在松北区融
创茂看到，前来购物和游玩的市
民络绎不绝，除政府消费券外，到
处都是融创商场、融创乐园、融创
夜肆的促销广告。商家使出各路
招数，激活蛰伏已久的消费潜能。

政府消费券
激活冰城“蛰伏”已
久的消费需求

今年上半年，哈尔滨市组织实施了两
轮政府消费券活动，截至6月28日，已经发
放5期10个批次，累计发放政府消费券2.2
亿余元，累计发放时间58天。

其中，第一轮为1月5日至2月5日，消
费券主题是“助企纾困”，通过云闪付和微信
平台分2期、4个批次发放。主要针对中小
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使用资金1.29亿元。
实现交易额11.9亿元，直接拉动消费9.2倍。

第二轮为 6月 1日至 6月 30日，政府
消费券的主题是“助企惠民”。主要面向
限额以上企业包括汽车、百货、家电通信、
家居建材等，发放范围囊括哈市 10个区
县（市），计划发放补贴资金1.26亿元。截
至6月26日，使用资金8954.1万元。哈尔
滨市政府将根据各区、县（市）实际使用金
额，给予70%支持。

第二轮政府消费券发放活动同样是

通过云闪付和微信平台发放，目前已发放
3期、6个批次。

截至 6月 26日，哈市所辖道里区、道
外区、南岗区、香坊区、平房区、松北区、双
城区及尚志市、五常市、宾县 10个区、县
（市），分别在汽车、百货、家电通讯、家居
家装、餐饮等领域发放政府消费券，共使
用资金 8954.1万元，实现交易额 196018.6
万元，直接拉动消费20.1倍。

58天轮番上阵 累计2.2亿元消费券凸显“乘数效应”

据了解，哈尔滨市此番大规模政府消
费券活动是围绕该市“提振消费、促进增
长”部署和应对疫情影响支持市场主体健
康发展政策背景下实施的。

“从运行总体情况看，哈尔滨市系列
政府消费券活动与企业推出减免让利配
套活动及银联等金融机构提供资金支持

形成叠加效应，起到了促进消费复苏、激
发消费欲望、支持市场主体加快恢复发展
的积极作用。”

哈尔滨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哈市商务局已经派出 6个工作组，组
织指导各区、县（市）开展政府消费券发
放工作。

据了解，哈尔滨市 2022 年夏季系列
促消费活动方案正在酝酿之中，一系列市
场激励政策将持续到年底。

下一步，哈尔滨市商务部门将针对如
何降低消费券使用门槛、合理期限设置和
提升消费券的转化率等方面进一步深入
调研。

6个工作组下沉指导 一系列激励政策将持续发力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利红）为深入推进我省“数字工地”
建设，提升工程质量安全管理水平，
省住建厅制定了《黑龙江省房屋市政
工程“数字工地”监测服务平台应用
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并从7月1日
开始实施。本省行政区域内新建、扩
建、改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
程应纳入监测服务平台管理。

房屋市政工程数字工地监测服
务平台（以下简称“监测服务平台”）
是对施工现场重点部位、重点环节和
重点人员实施监测与服务的信息平
台。该平台通过采集项目基本概况、
实名考勤、施工环境、人员作业、设备
运行等智能化信息，对存在的风险进
行分类预警与提示，监测处置情况。

办法要求，县（区）级以上住建主
管部门负责本地区建设项目纳入监
测服务平台的监管，保障工程项目信
息的有效对接；开展施工现场质量安
全动态监管，如发现未安装、擅自关
闭、随意拆卸数据采集设备的，视为
安全生产费用投入不到位；建立监控
指挥制度，发现问题及时交办整改；
留取相关数据信息、影像资料备查；
进行数据信息统计分析研究，提供政
策参考依据。

监测服务平台各应用单位和网
络运营商应按照谁使用谁负责、谁运
营谁负责、谁提供谁负责的原则，采
取必要的措施，做好相关网络安全、
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和密码应用
工作。

我省实施“数字工地”应用办法
新建扩建改建房屋建筑纳入监测平台管理

近日，在蓝天绿野间，北大荒航空的
农用飞机“画眉鸟”风驰电掣般飞过，两
翼翅膀喷洒出雾状线条，均匀地覆盖在
北大荒集团军川农场有限公司的作物叶

面上。
随着气温升高，粮食作物生长进入关

键时期，同时也是病虫害易发期。北大荒
集团军川农场有限公司采用农用飞机“画

眉鸟”为作物进行航化作业，提高统防统
治专业化水平。

据了解，“画眉鸟”作业喷幅可达 45
米~50 米，一个架次 20 分钟~30 分钟就能

够完成 1200 亩作物的防虫、杀菌和喷洒
叶面肥工作，单架飞机日作业量高达 2.5
万亩。
李学斌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畅摄

□徐菲 李坦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刘大泳

藤蔓郁郁葱葱，果实青翠盈枝……
汤原县太平川乡新兴村的中药五味子种
植基地生长着一棵棵增收致富的“新希
望”。

“国军，刘国军！记者来采访啦！”新
兴村党支部书记张涛扯着大嗓门从五味
子藤架的深处喊出一个中年男子，斗笠下
一张憨厚的面孔被晒得黝黑，见人就腼腆
地笑。

刘国军曾是村里的“资深”贫困户，“懒”
这个毛病跟了他半辈子。2017年开始，村
里不少人陆续靠种植五味子这种中药材鼓
了腰包，刘国军很是羡慕。张涛一见他思想

终于有了变化，就见天儿去他家里，把日上
三竿还在睡懒觉的他从炕上拽起来，掰开了
揉碎了跟他讲种植五味子的好处。功夫不
负有心人，刘国军终于吐口：“行，张书记，我
干！”

在村里的帮助下，刘国军把家里的七
亩半地都种上了五味子。怀揣着致富希
望的他开始变得异常勤快，精心侍弄着这
些能长出“金串串”的作物。今年是五味
子种下的第四年，结出的果实串串饱满，
秋天就将迎来第一次大丰收。“估摸今年
能挣多少？”记者询问，刘国军犹豫着伸出
5个手指头。一旁的张涛直乐：“这小子是
怕露财！我都给他算过了，按去年的市场
收购价，他稳稳收入六七万元不成问题。”
刘国军咧嘴笑得无比灿烂。

新兴村是靠山村，地势原因种玉米、
大豆产量不高，瞄准了种五味子的好处，
新兴村民接二连三加入了太平川乡新兴
村宏茂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从最开
始的二十几户迅速发展到近 60户。村里
890亩靠山地种上了五味子，订单销售模
式让种植收入有了保障，按丰产期每亩
纯收益 10000余元算，纯利润可达近千万
元。

“种五味子少不了用人，咱村有劳动
能力的村民都愿意来基地干活，绑绳、除

草、施肥，秋天采摘，一年单这块收入也不
老少呢。”张涛指了指两旁五味子藤架下
偶尔露出的忙碌身影说道。

从基地返程，车子穿过新兴村，只见
村里民居的房前屋后几乎都种上了五味
子。张涛自信满怀，“看到种五味子能致
富，大伙儿恨不得把每块地都利用上种多
点、多挣点。目前我们正在建设五味子加
工基地，建好后自己进行加工，每公斤还
能让大家再增收 4元。将来，我们新兴村
的兴旺日子还在后头呢！”

五味子成致富“金串串”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
者李天池）日前，省农业农村厅组织
召开全省农作物重大病虫疫情防控
暨农业防灾减灾视频推进会，就农
业防灾减灾、重大病虫疫情防控、菜
园开发利用、微生物菌剂示范推广、
绿色高质高效行动示范县建设、大
豆高产竞赛等重点工作作了详细部
署。

据介绍，全省各级农业农村部门
将站在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高度，高
度重视农作物重大病虫疫情防控、农
业防灾减灾等工作，认真研究和细化
各项工作措施，尤其要把农作物病虫
害防控、农业防灾减灾作为当前工作

重中之重，加强与气象水利、应急等
部门的沟通联系，落实好防范措施，
确保赢得工作主动权。

针对菜园开发利用、绿色高质高
效行动示范县建设、大豆高产竞赛工
作、微生物菌剂示范推广、农药废弃
包装物回收处理等重点工作，各地将
聚焦目标任务，逐一抓好落实。全省
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将继续组织专家
和技术人员下沉一线，深入田间地
头，为广大农户提供面对面的指导服
务。各地还将根据农作物生长进程，
分区分类制定田间管理技术指导意
见和防灾减灾工作方案，全力夺取农
业特别是粮食生产丰收。

“虫口夺粮”保丰收
我省推进农作物病虫害防控工作

“画眉鸟”上阵 日作业 万亩

我们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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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这是一次精准对

接，大大加快了科技成果转化进程。”
哈工大计算机学院图像处理研究室
主任张英涛介绍。该研究室有着 30
多年的工业缺陷检测与识别技术积
累，技术水平处于国际领先，岛田大
鹏有着灵敏的市场嗅觉和多年积累
的客户资源，双方牵手后，仅用三个
半月时间就完成科技成果产业化，研
制成功国内首台套超大工件高频精
度缺陷检测设备。

为了做大机器视觉系统项目，
岛田大鹏成立了耐是公司，今年 5
月又开工建设占地 4万平方米的新
厂区。目前，张英涛正在和岛田大
鹏洽谈，准备和耐是公司进行深度
合作。

镜头、光源、电脑，在耐是公司生
产车间内，一台柴油发动机总成四周
安装着这些设备。发动机总成是被
检测的产品，镜头、光源、电脑共同组
成了机器视觉检测系统。据介绍，耐
是公司生产的机器视觉检测系统是
订制产品，有的一套系统最多需要几
十个镜头。

“工业生产线需要智能化机器人

来提高生产效率，而机器视觉系统如
同给机器人装上一个智慧大脑和一
双眼睛，让机器人工作更精准、更灵
活。我们的机器视觉系统可以用来
进行缺陷检测、尺寸测量、引导抓取、
字符识别。”耐是电气工程师李鑫告
诉记者，机器视觉系统项目应用领域
很广，不仅可以应用在汽车生产上，
还能应用在白色家电、制药、纺织等
领域。

“机器视觉系统市场规模千亿
级，而且是地道的数字经济领域，恰
好与我省‘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
划相契合，从目前产品订单翻番增长
的态势看，未来前景无限。”在岛田大
鹏公司，二次创业的豪情在每一个人
心中激荡。

2016年岛田大鹏进行了股份制
改制，今年 5 月已经实现新三板挂
牌，明年将转板北交所。

第一次创业，用 17年时间登陆
新三板。第二次创业，将用5年时间
冲刺科创板。在和李鹏堂一起创业
的岛田大鹏“元老”们坚定的目光中，
记者感受到了企业在数字经济大潮
中破浪前行的勃勃雄心。

给机器人装上一双慧眼

本报讯（陶月明 王茜 黑龙江日
报全媒体记者刘剑）7月3日17时14
分，从北京、松原飞往五大连池的
KN5527 航班在五大连池德都机场
安全降落，同日18时21分，从五大连
池飞往松原、北京的KN5528航班在
五大连池德都机场平稳起飞。这标
志着北京大兴—松原—五大连池航
线正式开通。

这次航班由中国联合航空有限
公司执飞。新航线采取对飞模式，每
周一、三、五、日共四班。

五大连池德都机场位于五大连池
市城区西南部，距市区9000米，为4C
级民用支线机场，航站楼面积3000多
平方米，设 4个机位，两架廊桥。自
2017年通航至今，已安全运行了近5
年时间，乘客吞吐量近20万人次。

每周四班

五大连池—松原—北京大兴航线开通

眼下正是黄花菜丰收的季节，北大荒集团八五一一农场有限公司中
药材种子种苗繁育基地，成片金灿灿的黄花菜随风摇曳、美不胜收。

该基地负责人介绍说，黄花菜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也叫金针菜，进
入盛产期后亩产鲜菜可达150斤。此外还兼有观赏和药用价值，目前市场
上供不应求，一亩地纯收益在2000元左右。

崔伦震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邵国良摄

遍地黄花金灿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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