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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孙伟
民 刘柏森）近期新能源汽车的火爆，带动
了电池负极材料销售的量价齐升。鸡西
市一些石墨企业今年以来便呈现产销两
旺的景象，鸡西龙鑫碳素有限公司便是其
中的一家。今年上半年，该公司销售收入
实现1.7亿元，全年有望突破4亿元。

走进龙鑫碳素的机加车间，几名工人
正在生产线上忙碌着。一个个成品石墨
坩埚从生产线上生产出来，然后被运往旁
边的存放库，随后将被运往订购企业。

“石墨坩埚由于具有耐高温、耐腐蚀、
导热性能强等特点，被用来作为熔炼紫
铜、黄铜、金、银、锌和铅等有色金属及其
合金的容器。我们生产的坩埚主要用来
石墨负极材料的生产。”龙鑫碳素董事长
李永帅告诉记者。

龙鑫碳素成立于 2018年。至去年年
末，公司投资 3.08亿元，完成了石墨负极

材料和石墨坩埚2条生产线建设。这是目
前省内唯一一家石墨坩埚生产企业。

“去年以来，市场上石墨负极材料一
直供不应求。今年年初正式生产以来，我
们公司一直呈现产销两旺状态，每个月生
产的 800吨左右石墨负极材料和 1.5万个
石墨坩埚都会销售一空。上半年，公司销
售收入达到了1.7亿元。从现在市场的良
好态势看，下半年产销形势会更好，达到
年销售收入 4亿元肯定没问题。”李永帅
说。

龙鑫碳素生产的石墨负极材料基本
上被贝特瑞和紫宸等国内负极材料龙头
企业收购，生产的石墨坩埚则销往七台
河、鹤岗及内蒙古、贵州等地的石墨加工
企业用于加工石墨产品。

今年，站上了新能源汽车风口的龙鑫
碳素决定投资1亿元再新建一个每年可以
生产 3万吨石墨板和 2500吨特殊碳制品

的生产车间。
“预计 10 月份我们这个车间便可建

设完毕，明年初有望正式生产。”李永帅
告诉记者。

鸡西石墨企业产销两旺

龙鑫碳素全年销售有望突破 亿元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玉玺）近日，省生态环境厅组织召
开近零碳排放区试点建设座谈会，协
调试点单位与技术单位进行对接，启
动近零碳排放区试点工作，探索具有
龙江特色的低碳发展路径。

我省此次近零碳排放区试点覆
盖农业、旅游等领域，试点单位包括
逊克农场、伊春溪水国家森林公园、
黑瞎子岛旅游景区等。

会议提出，近零碳排放区试点
建设，将为后续近零碳排放区示范
工程建设奠定重要基础，是对省第
十三次党代会“稳妥有序推进碳达
峰碳中和”要求的具体落实。近零
碳排放区建设要突出龙江特色，各
试点单位要充分发挥当地优势抓好

试点建设工作，为全省绿色低碳发
展积累经验。省生态环境厅将积极
提供政策指导和支持，各相关单位
将全力配合，确保各项任务按期完
成。

今年，近零碳排放区试点建设
将完成试点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编制，
明确碳排放构成和关键环节，以便采
取有针对性的降碳措施。完成试点
建设实施方案和技术路线图编制，确
定近零碳排放目标的完成期限、具体
措施，并组织论证，充分吸纳各方意
见，形成符合本地实际、可操作的试
点建设路径。在试点建设实施方案
的基础上，制定统一规范的近零碳排
放示范工程评价指标体系，为省内其
他地区树立样板示范。

我省启动近零碳排放区试点工作

本报讯（蒋琳姝 黑龙江日报全
媒体记者彭溢）近日，省知识产权局
制定出台了《黑龙江省商标品牌指导
站建设规范（试行）》《黑龙江省商标
品牌指导站工作制度（试行）》《黑龙
江省商标品牌指导站工作细则》。

这些规范、制度和细则的出台明
确了商标品牌指导站建设思路、工作
任务、工作方法、操作规范，突出规范
化、标准化、制度化、特色化的建设原
则和方向，对于提高商标品牌指导站

建设水平、高质量指导和服务广大市
场主体、激发市场主体创新动能、提
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促进地方经济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省知识产权局把商标品牌指导
站建设作为优化营商环境，推进“创
新龙江”“质量龙江”“绿色龙江”的重
要抓手，全面推进商标品牌指导站建
设，实现了数量规模的快速发展。今
年 1月至 6月，全省共新建商标品牌
指导站23家。

我省推进商标品牌指导站规范化建设

本报10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
体记者吴玉玺）10日，记者从省水文
水资源中心获悉，松花江干流哈尔滨
站水位持续回落，当日水位为116.57
米，比 9日回落 0.08米，低于警戒水
位1.73米。

据监测，我省 4条大江，黑龙江
水位与警戒水位相比整体低1.1米至
4.98米；嫩江水位与警戒水位相比整
体低2.47米至5.22米；松花江水位与
警戒水位相比整体低 1.68米至 3.13

米；乌苏里江水位与警戒水位相比整
体低1.09米至1.84米。

我省 18条中河，水位与历年同
期相比，讷谟尔河、通肯河 2条河流
水位基本持平；额木尔河、甘河、呼玛
河、拉林河、蚂蚁河、牡丹江、穆棱河、
绥芬河、汤旺河、逊毕拉河、雅鲁河
11 条河流水位偏高 0.25 米至 1.84
米；呼兰河、挠力河、诺敏河、倭肯河、
乌裕尔河 5条河流水位偏低 0.25米
至1.06米。

松花江干流哈尔滨站水位持续回落

本报讯（杨玉梅 黑龙江日报全
媒体记者贾红路）近日，伊春森林文
化创意园及沿河休闲产业带项目启
动仪式举行。

由伊春森工集团规划打造的伊春
森林文化创意园及沿河休闲产业带项
目位于伊春市伊美区兴安桥西北侧，
与伊春主城区隔河相望。伊春森工集

团以“构建创意设计新高地，打造换道
超车新引擎”为出发点，将伊春市城投
公司移交给伊旅集团的闲置房屋及周
边环境进行了升级改造，依托地理优
势与区位特点，让沿河两岸联动起
来，将其打造成公益类的休闲观光带
和兼具商业服务的项目产业带，实现
公益惠民与经济增长双轨发展。

伊春森林主题文创项目启动

东宁洞庭国家地质公园位于绥芬河中游两岸，占地面积30公顷，旖旎的绥芬
河贯穿整个风景区。雾蒙蒙的山林，渺渺的云烟，让人仿佛置身世外桃源。坐上观
光复古小火车，穿梭在山水间。驼山峭壁上的“骆驼”栩栩如生，神女峰像仰卧的

“神女”微合眼睑，在奇峰险峻、微风细雨的原生态森林中人们不禁感叹大自然的鬼
斧神工。

姚金波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仲一鸣摄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
者吕晓艳）哈尔滨中考成绩发布
后，如考生对成绩有异议可申请成
绩复核，申请时间截至 11日。成
绩复核结束后，将于 12日发布九
区考生总成绩（含中考成绩、学业
考试成绩、体育考试成绩、政策加
分）位次。

第一次志愿填报起止时间：13

日至14日11时。第二次志愿填报
起止时间：19日至 21日 11时。考
生可按《哈尔滨市 2022年中等学
校招生工作规定》的相关要求和指
导按时填报志愿，须在截止时间前
上报本人的志愿信息卡。每次志
愿填报结束后，将陆续展开相应批
次高中学校的录取工作，全部录取
工作将于8月上旬结束。

明日发布哈市九区考生总成绩位次

普通高考艺术类
提前批A段录取结束
院校名单（一）公布

速看！
事关我省2022年
特岗教师招聘考试

@2022届高考生：
录取期间，这十件事

千万别忽略！

新科技释放新内涵
今年上半年，“哈工大中心”亮相哈

尔滨中央大街，这是全国高校首个在主
要城市核心商业区建设的大学品牌形
象店。走进“哈工大中心”，不少青少年
都被外形酷炫的机器人所吸引。

作为从哈工大双创育人模式走出
的典型创业团队，哈尔滨玄智科技有限
公司首批入驻“哈工大中心”，并提供了
多种竞技机器人展品。本次创业创新
大赛，玄智科技带着数智竞技机器人项
目亮相主体赛制造业组，并获得二等
奖。

玄智科技致力于向全球推广以无
人化、数字化设备为载体、以竞技对抗
为主要形式的科技体育运动。同样依
托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孵化发展，哈尔滨
汉声智造科技有限公司的高通量航天
换热器件超声低温固相增材制造技术
与产业化项目斩获主体赛制造业组一
等奖。项目团队率先提出了激光超声
低温固相增材制造技术，并获得国家专
利授权。通过激光即时热补偿的方式
攻克了目前国际上超声增材制造技术
存在的声源功率密度不足的共性技术
难题。此技术还在新能源汽车等领域
具有广泛的应用市场。

哈尔滨汉声智造科技有限公司负
责人王波是哈工大博士研究生。他分
享道，作为初创企业，参赛以来主办部

门多次组织专家对项目开展专业培
训，他们深深感受到了家乡对创业创
新的支持与重视，此次收获满满，信心
倍增。企业团队将更加努力，聚焦家
乡科技需求，为龙江发展建设贡献力
量。

新业态助力乡村振兴
本次参赛项目中不仅包括人工智

能、电子信息等创新应用项目，还有新
消费、新“农创”等特色项目。

鸡西市城子河区福仁生态文旅专
业合作社是我省第一个生态文旅专业
合作社，成立的自然农耕劳动实践基
地经营项目包括生态乡村旅游、休闲
农业、农作物采摘、自然农耕教育等，
每年的 6月份都会迎来大批幼儿园、中
小学校、社会团体等开展各项体验活
动。

今年，该基地新增了稻草人自然教
育探索基地、稻草人野外露营教育基地
和红色文化国防教育基地，将为中小学
生提供更为专业和丰富的自然教育、农
耕体验、劳动实践课程以及农耕文化教
育课程进校园等服务。

自然农耕劳动实践基地负责人姜
博介绍，通过参观基地体验特色活动，
一方面引导更多少年儿童关注农耕文
化和农业生态，认识到科技助农、粮食
安全的重要性，帮助他们树立实现农
业现代化的责任意识；一方面又能通

过经营农业采摘、特色种植等帮助合
作社农民实现增收。

记者关注到，疫情下旅游休闲方
式已被重新定义，周边游、短途游、慢
节奏出游受到龙江百姓追捧。其中，
乡村体验游的消费热度更是持续走
高，开展农耕劳动实践已逐渐成为助
力我省乡村振兴道路上的一个新兴业
态。

新产业赋能新发展
“近年来，我国食用菌产业发展迅

猛，成为第六大农业产业。”在主体赛
服务业组，神“菌”的名号颇为响亮。
神“菌”——AI智能培养食用菌项目负
责人曹天浩介绍，2018年，三上科技助
农团队将北大荒精神作为攻坚克难的
法宝，深入乡村调研，2000份食用菌种
植资料整理、5000 公里农户棚室间奔
走，发现食用菌种植仍处于传统人工
种植模式，生产效率低，技术落后且食
用菌受环境影响易染杂菌。为解决此
类问题，团队历经 3年技术攻关，研发
出初代食用菌温控设备，首创以AI智
能培养食用菌技术为主的食用菌智慧
种产销技术。

2021 年，团队成立哈尔滨三上信
息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四十余家企业
成立食用菌智慧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
盟，运用嵌入式控制、微信小程序软件
端和智能云平台管理，打造了一套现

代化食用菌智能种植云管理系统。曹
天浩告诉记者，该系统可以使农户实
现对大棚的远程管理和控制，大大减
少杂菌干扰，使得食用菌培养环境达
到一个最适宜的温湿度，帮助农民增
产增收。现在公司还延伸了菌菇贸
易对接和菌菇产品深加工等两项业
务。

围绕我省丰富农产资源进行开发
的还有黑龙江棒星食品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他们带来的是植物蛋白肉项
目。目前，植物蛋白肉产业在我国食
品资源开发领域备受关注，在新消
费、新环保理念影响下，“植物肉”渐
渐走上国人餐桌。该项目从黑龙江
非转基因大豆中提炼低温豆粕，通过
物理加工使其具备动物肉制品的质
地和口感，营养更加丰富，食用更放
心。

省人社厅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
来我省连续出台了若干支持创业创新
发展的扶持政策，营造出浓厚的创业
创新氛围。通过此类大赛，选拔和培
养出了一大批经得起市场检验的优秀
企业。此次参赛和获奖项目为龙江创
业创新领域的冰山一角，未来还将以
创业创新赛事为契机，鼓励更多创业
者踊跃投身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热潮，
把满腔热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动力和
实绩，让创业创新活力在龙江大地竞
相迸发。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徐佳倩

创新思维碰撞火花四射，创业干事机遇凸显。7日，第五届“中国创翼”创业创新大赛黑龙江省选
拔赛暨第二届“龙创杯”创业创新大赛圆满落幕。一时间，创业创新热浪随着各组赛事决出优胜名次席
卷着龙江大地。

本次大赛持续近3个月，期间共有来自13个市（地）936个项目报名参赛，最终有60个项目取得荣
誉。参赛创始团队呈现出高学历、年轻化、专业化特点，创业项目则体现了新科技、新业态、新产业的创
新趋势。

创业者紧贴发展需求和生产实际的奇思妙想与参赛项目的创新引导力和社会价值，共同为龙江创
新驱动发展增添了信心和动力。

一场大赛留住多项奇思妙想

青春力量 创业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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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上端详

本报讯（李颖超 朱虹 黑龙江日
报全媒体记者赵一诺）近日，哈尔滨
工程大学校友企业家服务龙江发展
对接大会线上线下同步举办。60家
校友企业共助龙江招商，3家校友企
业与地市相关部门现场签约，意向投
资总额46亿元。

近年来，哈工程主动融入龙江发
展新格局，放大专业、行业等校友会平
台优势，打造校友企业展示云平台，完
善常态化联系服务机制，为校友企业

家提供全要素服务保障，吸引了越来
越多的优质企业落户龙江、扎根龙
江。目前，在我省，由哈工程校友创
办、参股及投资企业超过200家。其
中，久其软件、赛微电子、上能电气、信
维科技、迈科智能、奥松机器人等校友
企业在主板、科创板及新三板上市，微
控新能源、远信储能、程天科技、奥博
医疗、行健数控、它人机器人等一批优
质校友企业创新引领、厚积薄发，正
成为各行业领域的企业标杆。

哈工程携60家校友企业服务龙江发展

竞赛级专业竞技机器人。
图片由受访单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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坩埚生产线。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柏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