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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范忠孝 刘锐 黑龙江日
报全媒体记者杜怀宇）日前，绥芬河
市热汽电联产项目开工仪式在边境
经济合作区举行。

该项目设计每日供气量为 1万
吨，供热量为3.3万吉焦，年产炉灰渣
8万吨，年产生物质草木灰 1.5万吨，
炉灰渣可生产地砖，草木灰的下游产
品是肥料，由此形成产业链集群和循
环经济。这也是绥芬河落实全省产
业布局的一项举措。项目分三期建
设，总投资 10亿元。光源生物质热
电公司执行董事林剑介绍，发展热汽
电联产项目是响应双碳经济发展战
略，实现“拆小并大”节能减排、提升

城市整体基础设施配套水平的一项
举措。

项目一期计划投资1亿元，由四
川能投节能环保投资有限公司建设
2台20吨生物质锅炉，铺设蒸汽管网
6公里。项目建成后每年将提供 30
万吨优质蒸汽，保证边合区企业的生
产用汽供应。随着项目展开，绥芬河
综保区和市区的供热、供汽、热电联
产将有序推进。计划投资10亿元建
设2×300兆瓦背压机组热电厂一座，
铺设直径 1 米的供热管网 30 公里。
该项目建成后可提供 500个就业岗
位，满足边合区、综保区及绥芬河市
区的供热、供汽需求。

绥芬河热汽电联产项目开工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翎）作为全国第一产粮大省，黑龙
江始终以当好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压
舱石”为己任，努力增加优质粮油供
给，让“中国粮食、中国饭碗”成色更
足。近日，进出口银行黑龙江省分行
（简称省进出口银行）投放战略性新
兴产业专项贷款1.02亿元，用于支持
黑龙江农投数字产业园有限公司建
设“中国好粮油”行动计划“云仓”项
目。

据介绍，“云仓”项目依托黑龙江
优质农产品和绿色食品资源优势，以

“电商+流量+大数据+供应链”的理
念打造园区设施载体，为黑龙江好粮
油企业打造龙江粮油共享新业态。
平台依托互联网技术+仓储现代化
管理模式，不仅能为电商及企业提供

仓储服务，还可以提供分装、打包、分
拣，发货全链条服务。

省进出口银行在得知企业建设
“云仓”项目后，积极与企业商讨融资
方案，并开辟绿色通道，仅用时一周
便完成了贷款的审批工作。

据了解，这笔贷款将主要用于厂
房和电商云平台建设、设备采购与安
装等方面。建成后的“云仓”将全面
整合龙江好粮油企业、绿色食品企业
资源，形成龙江好粮油产品聚集中
心，为龙江粮油产业发展、农业转型
升级、农产品价值链提升创造平台。
系统化、智能化、可视化、互联网化的
高效智能云仓，不仅能提高工作效率
和客户满意度，还可以利用大数据为
企业和电商提供更优的仓储供应链
方案，节省大量成本。

“云仓”项目获1.02亿元专项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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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摄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莫丽萍

瓦片状、三角塔、3D风格、飞鱼状、蛋糕式……在
网红雪糕频现的同时，纯纯的哈尔滨地产货在创意方
面也毫不示弱，一支支，如同艺术品一般，满满的既视
感，抿上一口，丝丝滑滑、冰冰爽爽，让人立马“破
防”……

近来，“雪糕刺客”“天价雪糕”“雪糕自由”等话
题，连连霸屏。暂不说雪糕价格几何，单是这些既
好看又好玩、还好吃的“花式”雪糕一问世，就令人
喟叹：“雪糕万花筒”时代来了！

近日，记者走访哈尔滨市大型商超、生产厂
家、冷饮厅，沉浸式体验雪糕市场的繁花似锦。在

“网红”雪糕的冲击、带动下，哈尔滨市地产雪糕也
不断创新、创意，争奇斗艳，搅热了冰城，凉爽了
今夏……

雪糕界“群英会”冰城“斗艳”

2 日，记者来到群力远大商超，冰柜里五
颜六色、琳琅满目的雪糕、冰淇淋，应有尽有，
真是应了那句：“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吃
不到的。”

哈根达斯、夏威夷、八喜、和路雪、梦龙、
钟薛高、沈阳故宫等，从 4元至 99元价格不等
的各大品牌，均呈现在眼前，简直是雪糕界的

“群英会”。
远大好百客食品馆群力店生鲜负责人姚

明超告诉记者：“店内的雪糕、冰淇凌共有 120
种单品，与去年相比，新增了怡达 yida、万家
宝、冰雪怪等 30余种。”

在东北农业大学南门周边的便利店内，
多为 20元以下的学生们喜欢的雪糕品类。一
便利店老板告诉记者，“我们是出啥新品种就
卖啥，销售旺季是 5、6 月份，学生们猎奇，愿
意为尝‘鲜’买单。”

在道里、南岗、香坊小区住宅周边的超市
内，记者发现，价格稳定且“亲民”的老品牌，
更受欢迎，如老鼎丰、德氏、伊利、华义等。

大眼睛、白肚皮、黑绒毛，今年
南极冷饮厅推出了两款代表南极
冷饮形象的卡通冰棍，分别为巧克
力和草莓口味。

5日，记者在群力远大商超的
南极冷饮厅内，就看到一位“小姐
姐”，手里正拿着企鹅冰棍，爱不释
手却又不忍下口……

记者看到，冰柜里摆放着鲜奶
冰棍、朗姆冰淇淋，以及各式冰点
等。冰柜上醒目地写着：“鲜奶制
造、一口知道。”

奶源好，冰棍才能更好。去年
7月，南极冷饮厅与万家宝进行战
略合作，依托“中华老字号”的品质
积淀，与万家宝娟姗牧场的优质奶
源，实现了提档升级。

前身为 1946 年建立的民
族工业的第一家冰棍厂——南
极冰棍厂，如今经战略与产品
的全面创新后，在哈尔滨的大
街小巷，重现了南极冷饮厅
的“冰爽”身影。

南极冷饮公司联合市
场部总经理刘静勇告诉记
者：“双方合作后，对冰品进

行了传统工艺的复兴，同时在花色、
花式、口味等方面，以用户为核心，进
行了提炼和创新。”

去年南极冷饮厅是 4大品类、17
款产品，今年又推出 3款，达到 20多
款。

刘静勇表示：“未来，我们将以打
造品牌与情怀的综合体为目标，进行
全新的发展和突破，在产品研发的道
路上继续耕耘。”

哈尔滨名片“创意雪糕”来了

马迭尔冰棍，已有百
年历史。3日，记者来到位

于中央大街的马迭尔冰棍售
卖点，只见争相购买的游客排
着长队，销售火爆，成为中央大
街永恒一景。

“甜而不腻，冰中带香”是马
迭尔冰棍的主要特点，奉守着传
统工艺，不添加植物奶油、人造奶
油，这也是它好吃的原因。

马迭尔冷饮厅主管杨大鹏告
诉记者：“约在 2014 年前，马迭尔
原味冰棍为 3元/支，之后一直为 5
元/支。目前日销售 1.5 万支至 2
万支，周末一般达到 3万支。”由于

这几年疫情反复，游人减少，销售还
未恢复到疫情前的“高光”时刻——
日售5、6万支。

在马迭尔冷饮厅内，记者看到，6
月末推出的马迭尔“手工创意冰棍”，
共有 4种口味，并以马迭尔宾馆、圣
索菲亚教堂为造型，充分展现了城市
地标建筑与著名美食的灵魂碰撞。

据马迭尔冷饮技术总监孙振扬
介绍：“手工创意冰棍，采用纯牛奶、
大兴安岭野生蓝莓原汁、酒酿桂花、
吕宋芒果，以及脂肪含量低的醪糟等
作为原材料，推出后颇受游客欢迎，
目前每日做 200支至 300支，正准备
扩大生产，达到1000支。”

为百年老味道开辟“新家”

“450克12元，多种口味，我一
年四季，都买老鼎丰袋装雪糕。”家
住群力家园小区的高女士，对价格
与品质都稳定的老品牌，情有独
钟。

7日，有着百年历史的老字号
企业老鼎丰也推出了文创雪糕。
在道外区总店内，记者看到，紫、
粉、黄三种颜色复刻着老鼎丰总店
形象的文创雪糕，吸引了众多顾客
驻足观赏。

看一眼，瞬间穿越百年；咬一
口，文化冲击味蕾。乾隆御笔、皇
家贡品，传遍大江南北……恍如画
卷徐徐展开。

“今年推出了包括文创雪糕、海
盐朗姆、草莓、奶油雪糕等在内的 14
个新品种。”老鼎丰销售总监张停慧告
诉记者，“这些产品，都是传承老东北工

艺的传统雪糕，运用手工直灌方式，将牛

奶、糖、油等原料倒入模具，拔模而
成。”

一直为顾客所熟悉的老鼎丰
冰品，主要分为三大系列，一是以
朗姆酒为原料的经典系列，二是
以传统牛奶为原料的奶油味系
列；三是以绿豆、山楂等龙江绿色
产品为原料、经秘制而成的家庭
装系列。

“我们不断推出的新品，都是在
这三大系列产品的基础上，研发而成
的，是继承与创新的融合。”张停慧
说，“明年还将推出鲜食玉米口味的
系列产品”。

最近一个月内，老鼎丰喜讯连
连：松北世贸店、群力贝肯山店、工农
大街美晨店等 5家新店相继开业，目
前老鼎丰已有100多家门店。老鼎丰
的糕点和冰品，不断有了“新家”，更
方便消费者购买。

从战略到产品全新“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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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做这样的抉择，最重要的
原因是邢大伟对自己的科技成果充满信心。

在铸鼎公司的样品展示柜里，一块块
复合材料金属块看起来有着明显层次：有
的整体分为二层或三层，有的在中间镶嵌
有不同数量的小方块。

“看起来层次分明，实际上是紧密的整
体。”邢大伟说，这些金属材料块里蕴藏着
梯度硅铝电子封装材料和铝合金订制化复
合结构两大特色核心技术。

这两项技术的神奇之处何在？“主要特
点是将制造过程中工艺难题转移到材料上
来，通过材料与结构方面的创新来解决用
户产品制造过程中的问题，梯度硅铝电子
封装材料突破了成型工艺、应力匹配、订制

化等诸多技术环节，经查新属于国内外首
创。”邢大伟说。

据介绍，梯度硅铝合金材料兼顾高硅
的低膨胀特性和低硅的良好焊接性，大大
扩展了高硅铝的应用范围，降低废品率，并
且在封装壳体件的设计过程中，将通常只
做单纯密封作用的盖板，也做成可以焊接
电子元器件的基板，从而有效提高集成度，
减少组件的体积。梯度材料的应用，将封
装中的焊接、拼接、稳定性等工艺难题转移
到材料方面，可以大幅度提高效率、降低工
艺成本，为解决电子封装领域的“卡脖子”
难题提供了一条有效路径。

铝合金订制化复合结构则基于铝合金
为主体结构，根据使用性能的需要，在其中

增材复合其他种类的材质，然后一体化成
型形成复合结构，并消除其中的应力，解决
了界面融合等问题，可以极大地满足设计
方的需求。由于是一体化成型，使得结构
稳定、可靠性强，对设计使用来说减少了工
序环节。

借助于电子封装材料技术的领先优
势，“铸鼎”产品市场开拓一路绿灯，企业步
入发展快车道。

2020年12月，铸鼎公司以7200万元出
让40%股权，实现上市公司并购，走入资本
市场。2021年，购买了新厂房，从孵化器成
功出孵。

“公司产品已成功应用于航空航天领
域，未来还可以应用于大功率微波通信、工

业控制功率电子模块等领域，如5G、6G基
站内的电子模块、高速列车控制器、电力系
统功率模块等。”邢大伟告诉记者，随着公
司规模逐步扩大，根据产业链延伸需要，公
司还在江苏泰州建立了机加工基地。

泰州基地建立，将公司原来外委的机
加工活收了回来，从而提高了企业的利
润。但因规模所限，仍满足不了企业快速
发展的需求。今年，公司已做出规划，准备
在厂区现有空地上再建一个占地 3200平
方米的机加车间。

“加上设备投入，大约需要总投资3000
多万元，预计今年开工建设。”邢大伟说，新
的机加车间投用后，企业年产能可以支撑2
亿元产值的规模，步入发展新天地。

铸鼎 玩转金属材料“奇妙”组合
（上接第一版）为进一步提升经

营质量，年初东轻制定了全年降本指
标，在一季度取得好成绩的基础上，4
月份，各部门再度加压，在原降本目
标的基础上每日再降低10万元生产
成本，拿出“干毛巾也要拧出水”的劲
头，向降本要效益。

以东轻熔铸厂为例，该厂通过细
化熔体管控、优化铸造工装减少铣面
量、精确控制铸锭长度、加大废料循
环使用等方式降本增效。上半年，仅
熔铸厂累计降本较计划多完成了百
万余元。

据制造部副经理林茂介绍，上
半年，东轻在提升产量、提高成品
率、降低辅助材料消耗等方面全力

压降生产成本，实现降本同比降低
10.9%。

此外，东轻还把“拓窄口增产
量”专项行动作为全年工作的主线，
利用信息化系统，全力推进细化生产
组织工作，通过统筹协调，减少主机
待料时间，拓宽窄口工序提高生产效
率。上半年，东轻产品实际结构成品
率较计划提高2.95个百分点。

作为提质增效的关键单位，东轻
板带厂全力打通生产工序窄口，通过
发挥热轧机、冷轧机、气垫炉、高精剪
等先进设备能力，实现设备高效运
行，释放产能，达到保供、盈利能力双
提升。上半年，东轻板带厂商品产量
同比增长20.4%。

东轻抢眼“成绩单”的背后

南极冷饮厅。

马迭
尔冰棍售
卖点。

群力远大商
超内雪糕“群英
会”。 老鼎丰文创雪糕新鲜出炉。

眼下，正是山樱桃成熟的季节，在北大荒集团
勤得利农场有限公司的林间和庭院里，红彤彤的山
樱桃果实挂满枝头，晶莹剔透、鲜艳欲滴。人们正
在忙着采摘熟透的红樱桃，准备拿去市场上销售。

樱桃是当地的纯山樱桃品种，耐寒抗旱、粒大
肉厚、色泽鲜艳、味美甘甜。每当山樱桃红了的时
候，会吸引众多的游客前来采摘品尝，很多游客来
采摘之后都说，如今这种山樱桃不多见了，都不好
买，吃一口酸酸甜甜，就是小时候的味儿！

刘江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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