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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7 月 24 日电 7 月 24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巴伊拉姆·贝
加伊，祝贺他就任阿尔巴尼亚总统。

习近平指出，中国同阿尔巴尼亚有

着深厚传统友谊。近年来，两国以共建
“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
为平台，增进政治互信，加强政策沟通，
推进务实合作，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我高度重视中阿关系发展，愿同贝加伊
总统一道努力，深化两国各领域交往，
巩固互利合作成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
民。

习近平向阿尔巴尼亚
新任总统贝加伊致贺电

□本报记者 王白石 王宗华

总投资 25亿元！中国五矿集团有限
公司高纯石墨及清洁能源微电网等配套
工程开工；

与哈工大、东北林大签订市校合作战
略协议；

对口城市汕头市级领导，率队到访续
谈鹤汕之好……

七月，煤城鹤岗与央企、名校、国家经
济特区的合作、交流，释放出高质量转型
发展的底气和活力，尤以鹤岗企业黑龙江
省宝泉岭农垦溢祥石墨有限公司在香港
上市，实现我省今年上市“开门红”，提振
了鹤岗的士气。

央企担当 让石墨矿山绿色智能高质
近年来，以石墨为重要原料的新能源

产业，为鹤岗转型发展带来了难得机遇。
2019年 1月，我省通过招商引资，“国

家队”中国五矿落户石墨“亚洲第一矿”的
鹤岗市萝北县。根据协议，五矿在鹤岗将
搭建以资源为核心的产业生态链，打造具

有国际一流水平的石墨资源开发—石墨
制品—石墨和石墨烯新能源材料产业，实
现我省石墨资源合理配置、绿色开发、高
效利用，石墨产业集群式发展和生态环境
可持续发展。

以商招商，2019年12月，由中国五矿
主导，央企、国企联合投资的中国五矿集
团（黑龙江）石墨产业有限公司正式成
立，注册资本为 18 亿元，注册地在鹤岗
市，股东分别为五矿勘查开发有限公
司、省交投矿业投资运营有限公司、中国
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华润深国投投
资有限公司等，五矿石墨产业项目正式
实施。

五矿积极践行“央地携手、共谋发
展”原则，高标准制定石墨产业项目总体
规划，按照“绿色化、集群化、高端化”发
展理念，高标准规划建设鹤岗石墨产业
一体化项目，全力推进从资源端到材料
端到应用端的全产业链建设，打造集石
墨“资源+产能+技术+新材料”于一体的
产业集群。项目拟投资 70亿元，分两期
建设 1000 万吨矿石、40 万吨精粉、10 万

吨球形、10万吨高纯石墨、10万吨负极材
料产能和项目以及技术研发、固废综合
利用等。

目前，五矿快速完成了萝北云山石墨
资源整合，重塑了鹤岗石墨产业主导地
位，使鹤岗一举成为全球最大的晶质石墨
生产基地，巩固了鹤岗中细鳞片石墨在全
球新能源材料原料供应链的主导地位。
五矿积极开展“5G+工业互联网”绿色智
能化露天石墨矿建设，2020年 12月，萝
北经济开发区获评我省唯一国家绿色矿
业发展示范区。五矿正全速推进一期一
体化项目建设。

携手名校 共谋高质量双赢发展
校企携手，五矿以科技创新解决全产

业链“卡脖子”关键技术，推动资源高质化
利用和产品高端化发展。2020年和 2021
年连续两年，作为牵头企业分别申报“石
墨资源开采加工源头减量关键技术与示
范”项目和“晶质石墨提纯与精深加工技
术研究及大规模示范”项目，两项目成功
获得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专项支持。五矿

联合清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哈工大、矿
冶科技集团等单位，开展科研联合攻关。
哈工大袁国辉教授担任项目负责人。

7月 5日，“哈工大新能源关键材料创
新研究头雁团队”——中国五矿集团（黑
龙江）石墨产业有限公司头雁工作站在鹤
岗揭牌。后续，五矿将通过直接投资、合
资合作，带动新能源电池项目及其他工业
储能等项目落户，拉动大型龙头企业在绿
色能源等领域的投资，形成强大的辐射效
应，为实现我省千亿级石墨产业目标贡献
力量。

7月 5日，随着鹤岗市与哈工大战略
合作的签约，标志着鹤岗市与国内名校的
合作，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也是双方深
入贯彻落实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进一
步深化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成果。

近年来鹤岗与哈工大在新能源产
业、石墨新材料产业等领域，取得了一批
标志性的合作成果，逐步构建了多层次
全方位的市校合作新格局，有力推动了
鹤岗产业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下转第三版）

借力转型话鹤岗
本报24日讯（记者曹忠义 李国玉）24

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勤，省
委副书记、省长胡昌升在哈尔滨会见中国
中小企业协会会长李子彬一行。

许勤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李子彬一行表
示欢迎。他说，我省自然资源丰富、产业基
础雄厚、区位优势独特、生态环境优良，肩
负着维护国家“五大安全”的重大政治责
任。省第十三次党代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描绘了
建设“六个龙江”、实现“八个振兴”的美好
愿景。省委省政府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对黑龙江的重要指示，系统规划了经济体
系、产业体系、创新体系，着力打造数字经
济、生物经济、冰雪经济、创意设计产业等
经济发展新引擎，培育壮大航空航天、电子
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赋能升级能源、石
化、食品等传统优势产业，大力发展生产性
和生活性服务业，实施科技成果产业化专
项行动，培育完善综合创新生态体系，制定
新时代龙江人才振兴“60条”等政策措施，
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加力推动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希望各位
企业家多来龙江走一走、看一看，找到发展
合作的契合点，把先进技术、创新思维、市
场理念、优质资本带到龙江，推动合作意向
变成合作项目、合作成果，实现互利共赢。

李子彬对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
绩给予充分肯定。他说，黑龙江拥有较好
的产业基础、科研基础、人才基础，战略地
位重要、历史贡献突出、未来前途光明。中
国中小企业协会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
用，吸引更多企业走进龙江、了解龙江、投
资龙江，在农副产品精深加工、企业数字化
改造升级、高端装备制造、互联网医疗等方
面开展合作，为黑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
兴贡献力量。

企业家们在发言中表示，一踏上黑龙
江这片土地，立刻感受到了振兴发展的浓
厚氛围，黑龙江发展势头迅猛、未来可期，
特别是省委省政府着力打造一流营商环
境，让我们对到黑龙江投资兴业充满信心，
将不断拓展合作领域，深化互利合作，实现
互惠共赢。

省领导张安顺、王一新、于洪涛及省直
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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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宇清

近日，第十届“龙江楷模”发布仪式在
哈尔滨举行，七台河短道速滑教练员群体
被授予“龙江楷模”称号。北京冬奥会后，
人们总是在问，七台河这座人口不足70万
的北方小城何以会成为奥运冠军之城？
何以会擎起中国短道速滑奖牌的“半壁江
山”？站在聚光灯下的教练员们就是答
案，是他们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与耕耘铸
就了短道速滑坚实的“基座”，托起了“金
字塔尖”的荣耀。

做短道速滑的探路者
接过获奖证书那一刻，七台河短道速

滑教练员们不约而同想起了他们共同的恩
师、冠军城市奠基人——孟庆余教练。

1969年，18岁的孟庆余到七台河当上
了一名矿工。1972年，这位年轻的矿工代

表七台河参加地区性冰上运动会，获得了
速滑男子 1500米、3000米和 5000米三项
冠军。

比赛之后，孟庆余受当时的七台河市
体工队之邀，成了一名滑冰教练，也由此
开启了一座城市逐梦冠军的征程。

1985年，孟庆余的学生张杰参加全国
青少年速滑锦标赛，一人独得5枚金牌，七
台河冰上运动渐渐名声鹊起。

但这个时候，孟庆余看好了刚刚兴起
的短道速滑项目，认为这个项目是七台河
走向世界的突破口。明明在大道项目中
取得了成绩，为啥要兼项训练并不熟悉的
短道项目？那时的张杰并不理解孟老师
的决定。但孟老师给出了不容辩驳的理
由：一是大道场地稀缺，队员训练受限；二
是短道是新兴项目，赶超相对容易。彼
时，14岁的张杰并不知道，短道速滑运动
不仅会成为她一生的事业，而且还会载入

一座城市的史册。
1991年，张杰和队友在世界大冬会夺

冠，成为七台河首位世界冠军；
2002年，美国盐湖城，杨扬闪电般冲

过终点，中国冬奥首金诞生；
2006年，意大利都灵，王濛夺金，开启

“濛时代”，4年之后，加拿大温哥华，冬奥
会上独得三金；

2022年中国北京，范可新与队友默契
配合，为中国队拿到了本届冬奥会上的首
枚金牌……

多年以后教练员赵小兵依然记得，孟
老师当年带领他们训练时经常喊着“冲出
亚洲、走向世界”的口号。那时还是小女
孩的她对这口号十分怀疑：“孟老师，滑冰

就能走向世界？”令她没想到的是，孟老师
对此深信不疑，并且用自己的一生将它变
成了现实。而今天的她，也在继续做着同
样的事。

做无悔的奉献者
孟庆余不仅是短道速滑运动的探路

者，而且是七台河冰上运动的拓荒人。上
世纪七八十年代，七台河还没室内冰场。
孟庆余要在零下三十多摄氏度的冬夜，凌
晨两点起床去浇冰。铁桶里的水时常溅
出来打湿了衣裤，身上的衣服冻得梆硬，
手套里的手冻得生疼。顶着寒风，摸黑起
来扫冰、浇冰的日子，孟庆余过了几十
年。 （下转第四版）

为了闪耀世界之巅
记“龙江楷模”七台河短道速滑教练员群体

新华社海南文昌7月24日电（记者
李国利 黎云 张瑞杰）7月24日14时22
分，搭载问天实验舱的长征五号B遥三
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准时
点火发射，约495秒后，问天实验舱与火
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发射取得
圆满成功。

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
解到，这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实施
以来的第24次飞行任务，发射的问天实
验舱是中国空间站第二个舱段，也是首
个科学实验舱。问天实验舱由工作舱、
气闸舱和资源舱组成，起飞重量约 23
吨，主要用于支持航天员驻留、出舱活动
和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同时可作为天和
核心舱的备份，对空间站进行管理。

后续，问天实验舱将按照预定程序
与核心舱组合体进行交会对接，神舟十
四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问天实验舱开展
工作。

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运载火箭及问
天实验舱，分别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所属的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和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抓总研制。

新华社记者 李刚摄

我国首个科学实验舱发射成功

“问天”踏上

本报24日讯（记者潘宏宇）24
日，作为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
的设计单位——广州美术学院专家
一行应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之邀来
到双鸭山市考察调研。

双鸭山市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暨
四大新经济推进会将于 8月 19日在
宝清县举办，宝清县各个旅游景区、
景点正在如火如荼的施工建设、整修
中。广州美术学院专家团队首先来
到施工中的翡翠湖景区，在得知这椭
圆形的一池碧水是由废弃的矿坑改
造而成，专家们交口称赞。

“旅游搭台，四大经济唱戏。”陪
同考察的宝清县委书记徐斌义说，宝
清县作为双鸭山市文化旅游产业发
展暨四大新经济推进会的承办地，将
抓住展现城市品位、提升宝清形象、
完善城乡配套基础设施、推动文旅融

合发展的良好机遇，将数字经济、生
物经济、冰雪经济、创意设计产业与
旅游进行有机结合，实现多元化项目
合作，有力促进双鸭山市经济繁荣发
展。

广美专家团队还先后考察了宝
清县彩云岭文化旅游民俗景区、圣洁
摇篮山旅游度假项目区、中国北方村
落古石器民俗文化馆以及双鸭山市
翠峰阁等景区景点。

在看到双鸭山如此丰厚的自然
秉赋，广州美术学院党委书记谢昌晶
说，双鸭山和广美的合作前景将会非
常广阔，他们将通过聚焦文化创意设
计促进当地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
另外广美在城乡规划设计、城市文化
品质提升方面具备全国领先优势，期
望和双鸭山市进行更深入的合作。

（下转第三版）

“冰墩墩”设计团队
牵手双鸭山创意设计产业

惠达科技：
在田间地头书写“智慧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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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播发“钟华论”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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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艺凝 王玥 陈晓敏
本报记者 薛婧 李爱民 韩丽平

北京时间 7月 24日 14时 22分，中国
首个科学实验舱——问天实验舱在文昌
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在“问天”踏上问
天之路的背后，有哈尔滨玻璃钢研究院
有限公司、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49所、东北轻合金有限责任公司等众多
龙江力量的助力。

哈玻院：承制太阳翼收纳箱体
和隔离板

哈尔滨玻璃钢研究院有限公司（简称
哈玻院）承制了太阳翼的收纳箱体和隔离
板，以及电源分系统和推进分系统的主承
力结构所用的高性能碳纤维复合材料。

何为收纳箱体？据哈玻院工程师王
梓桥介绍：“收纳箱体的外形类似手风琴
的两端，在柔性翼折叠的过程中给它提

供一个保护和支撑的作用。”
据悉，哈玻院是我国最早从事树脂

基复合材料研发的科研机构之一，经过
60多年的发展，现已成为以纤维缠绕技
术、拉挤技术、预浸料制备及铺放技术、
结构设计技术、高性能树脂体系及功能
材料、工艺设备设计制造技术为主要特
色的科技型企业，主要产品涉及航天、航
空、船舶、电力、水处理、建筑等多个领
域。在国家科技攻关、重大工程等项目

中，突破了复合材料轻量化结构设计制
造等技术，研制产品成功应用于神舟、天
宫、天舟、空间站、嫦娥、长征等航天领域
和国防工程。

据哈玻院高级工程师朱楠介绍，碳纤
维复合材料件具有重量轻、承载能力高的
特点，比铝合金材料轻30％左右，承载能
力是铝合金材料的 2～3倍，是典型的轻
质、高刚、高强度的复合材料结构件。

（下转第四版）

“问天”背后的龙江力量

双职工贷款最高额度
由70万提至80万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