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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部门就安全生产联合出台办法

促进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
本报讯（李艳侠 徐宝德 记者狄婕）日前，
省应急管理厅、省公安厅、省法院、省检察院、省
煤炭生产安全管理局和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黑
龙江局、省消防救援总队等七部门联合印发《黑
龙江省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
实施办法》，着力健全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与刑事
司法衔接工作机制，依法惩治安全生产违法犯
罪行为。
《实施办法》适用于应急管理部门、煤炭生
产安全管理部门、矿山安全监察机构、消防救援
机构和公安机关、法院、检察院办理的涉嫌安全
生产犯罪案件，总体上形成了日常执法中的案
件移送、立案、立案监督程序“闭环”，强化了事

故调查中各部门从立案到协调解决意见分歧的
全过程协调配合。
《实施办法》明确涉嫌安全生产犯罪案件移
送原则上按照监管权限和监管职责，实行同级
移送、同级配合，不重复受理；上级应急管理执
法部门可以对其直接查处的案件，指定下级涉
嫌犯罪行为所在地部门向同级公安机关移送。
在事故调查处理方面，
明确对公安机关已经采取
强制措施的有关责任人，
应当在事故调查报告中
说明采取强制措施情况及其所承担的事故责任；
对经调查认定涉嫌安全生产犯罪，
公安机关未采
取强制措施的有关责任人，
应当提出移送司法机
关处理的建议，
说明其所承担的事故责任。

空间站实验舱灵巧
机械臂发射状态。

□刘培香 本报记者 赵一诺
24 日，搭载空间站问天实验舱的长征五号 B 遥三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记者从哈尔滨工业大学获
悉，在此次问天实验舱发射任务中，该校多项研究成果助力问天实验舱，
再次彰显航天第一校“尖兵”的使命担当。

灵巧机械臂助力空间站三 取应对措施提供依据，保护空间站和 用表面强化技术，解决了流体回路泵轴
航天员安全。
承的抗腐蚀难题，
使其工作寿命得到大
舱操作
庞宝君教授带领的空间碎片高速 幅度提升，
为航天员的长期驻留提供了

进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深入开
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有针对
性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
发展史教育，积极探索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的新途径。要强化法治意识，正确处理国法与
教规的关系，引导信教群众真正做到遇事找
法、办事依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
要强化自律意识，全面推进从严治教，加强自
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约束，建设“政治上可
信、作风上民主、工作上高效”的领导班子，打
造“学习型、务实型、法治型、服务型、素质型”
省基督教两会，把信教群众紧密团结在党和政
府周围，为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问天实验舱上约 5 米长、负载达 3
吨的机械臂，
不仅可实现与舱体间电气
和信息的互联互通，
还能通过问天实验
舱外部的目标适配器完成舱外的爬行
和固连，
实现覆盖整个实验舱舱段的操
作维护。这副庞大却灵巧的机械臂由
该校机电学院刘宏院士、
谢宗武教授团
队和中科院长光所联合研制。
据介绍，机械臂既能够完成航天
员出舱活动支持、舱外状态检查等任
务，
也可以结合其自身运动灵活、定位
精准等优点，
执行各类舱外载荷和平台
设备的安装、拆卸、维护和照料等精细
操作。同时，
它还可通过一个机械臂转
接件与10米长的核心舱机械臂组合起
来，实现双臂间电气和信息的互联互
通。
“双臂合一”
后，
整个机械臂系统可
达范围能够拓展为14.5米，
活动范围可
直接覆盖空间站3个舱段，
满足了跨舱
段、
全空间站大范围的不同位置精细作
业需求，
为我国空间站在轨建造提供了
有力保障。

哈尔滨地铁 3 号线友谊宫站封顶
本报 25 日讯（记者蔡韬 邢汉夫）记者从哈
尔滨地铁集团获悉，25 日，哈尔滨地铁友谊宫
站顺利封顶，至此，友谊宫站主体结构施工已
全部结束，为后续附属结构和站内二次结构
施工赢得了时间。此次封顶，相比原施工计
划提前 7 天。下一步，将全力以赴向兆麟公
园站主体结构封顶与友谊宫站附属结构目标
进发。
据了解，哈尔滨地铁 3 号线友谊宫站顺友
谊路东西方向布设，距离哈尔滨 4A 级景区中央
大街仅 300 米，北临松花江、友谊宫等，南临老
旧建筑物与高层居民住宅楼，施工难度大成为

项目施工人员全员的一大
“心病”
。
为此，哈尔滨地铁集团指定专职人员，每
日进行监控测量，全方位保护建筑安全。车站
北侧距松花江仅 280 米，地质属富水砂层，易出
现涌水涌砂现象，项目“对症下药”，在地连墙
接缝处采用钢板封堵加固、坑外应急降水井等
多种科学举措，攻克富水砂层所带来的风险。
位于“寸土寸金”的城市主干道上，密集的车流
与人流，使施工场地面积、运输车辆进出场严
重受限，为了便于施工，项目科学组织、合理安
排，灵活调动机械、材料进出场，充分利用好每
一寸场地，推动工程进展。

汛期防触电 安全知识要牢记
本报讯（记者蔡韬 李爱民）当前哈尔滨
市正值汛期。哈尔滨汛期常年是 6 月至 8
月，有的年份受暴雨或上游来水影响，汛期
会延长到 9 月中上旬。汛期如何防触电？
近日，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向广大市民发出
汛期防触电安全提示及发现有人触电后的
处置方法。
勿在变压器、架空线下避雨。大风有可
能将架空电线刮断，而雷击和暴雨容易引起
裸线或变压器短路、放电，对人身安全构成
威胁。
勿触摸电线附近的树木。随着树木的逐
年长高，树木的树冠已经被电线包围，且电线
经过长时间的摩擦可能存在绝缘层破损的情
况。遇到雷雨大风时，树木和线路之间相互
碰撞、摩擦，
会导致短路、放电。
勿在高大树木、广告牌以及路灯附近停
留或避雨。大风一旦将树枝刮断或将广告牌
刮倒，可能会将紧靠的电线砸断或搭在电线
上，人体接触那些被砸断的电线以及被淋湿

的树木或金属广告牌，将十分危险。不要靠
近霓虹灯、交通灯、路灯杆，经水漫过容易漏
电，极易引发触电事故。
勿靠近电杆、斜拉铁线。斜拉铁线的上
端离电线很近，在恶劣的天气里可能出现意
想不到的情况而使斜拉铁线带电。
勿趟积水。尽量选择没有积水的路段行
走，如果必须趟水通过，一定要随时观察附近
有没有公交车站广告牌、路灯、配电箱等用电
设备，保证积水内没有电线落入，避免水体导
电产生触电事故。
发 现 有 人 触 电 倒 地 ，请 勿 急 于 靠 近 搀
扶。一旦发现有人在水中触电倒地，必须在
采取应急措施后才对触电者进行抢救或拨打
120 请医护人员现场救援。否则不但救不了
别人，
还会导致自身触电。
遇到电线掉落至自己附近，不要慌。万
一电线恰巧断落在离自己很近的地面上，应
单腿跳跃或双脚并拢跳着离开现场 8 米以
外，以免跨步电压导致人体触电。

联合演练水域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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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建国与省基督教两会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座谈
本报 25 日讯（记者桑蕾）25 日，省委常委、
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徐建国与省基
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第九届、
省基督教协会
第七届领导班子成员座谈，
向新当选的省基督教
两会领导班子成员表示祝贺，
对加强宗教团体自
身建设提出殷切希望。省基督教两会主席、
会长
吕德志等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先后发言。
徐建国强调，省基督教两会新一届领导班
子成员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特别是新时代宗教工作理论和方
针政策，强化政治意识，旗帜鲜明爱党爱国爱
社会主义，不断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
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
同。要强化责任意识，不断推进基督教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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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碎片撞击在轨感知技术
保护空间站和航天员安全

空间对接机构地面测试
系列装备。
图片由哈工大提供

为了应对空间碎片威胁，该校航
天学院庞宝君教授团队与北京空间飞
行器总体设计部，
联合开发了专门针对
问天实验舱结构特点的空间碎片撞击
感知技术，
并将其应用于问天实验舱结
构健康监测子系统的空间碎片撞击
监测模块。该技术能够对空间碎片
撞击事件进行实时感知、判别并定
位，为航天员和地面控制人员及时采

撞击研究中心，
多年来围绕超高速撞击
判别、定位及结构损伤识别，
在基础科
学问题提出、理论分析模型建立等方
面，
取得了系列原创性成果。通过技术
集成，
团队研制了空间碎片撞击在轨感
知系统原理样机，
为工程应用奠定了技
术基础。

空间对接机构地面测试系列
装备保障空间对接任务万无一失
此次问天实验舱发射对接是我国
空间对接领域的新任务、新挑战。据
悉，
全长 17.9 米的问天实验舱轴向，
是
世界上轴向长度最长的单体载人航天
器。这一新型式大尺寸大惯量的航天
器对接，
是我国首次在载人状态下迎接
航天器的来访对接。为确保此次空间
对接任务万无一失，
该校机电学院赵杰
教授团队研制的空间对接机构地面测
试系列装备，
通过参数化载荷配置，
使
对接过程动能瞬时等效，
确保这一特殊
对接工况的准确模拟和高效验证，
圆满
完成空间对接机构研制各阶段的地面
测试任务。

提升“空调系统”寿命助力
航天员长期驻留
空间站的
“空调系统”
是保障航天
员生命安全的关键子系统之一。由于
空间站外部的温度变化范围非常大，
常
规冷却剂无法满足这种大温差范围的
需求，
给工作在这种介质中的流体回路
泵轴承的抗腐蚀能力提出了巨大的挑
战。该校材料学院王浪平教授团队采

可靠保障。

攻克空间对接机构表面强化
难题实现可靠对接
空间交会对接是现代航天器长期
在轨运行期间不可缺少的操作，
空间对
接机构是实现空间飞行器间在轨的机
械连接、
建立航天器联合飞行的组合体
和安全分离的系统。王浪平教授团队
采用离子注入与沉积技术攻克了空间
对接机构核心零件的表面强化难题，
使
其在太空环境下获得高抗磨损、
自润滑
和防冷焊等性能。同时，
该团队研制的
离子注入与沉积工业化装备，
为空间对
接机构上50余个核心零件的表面强化
提供设备条件，
实现了关键技术的自主
可控，
保障了神舟、
天舟系列飞船、
问天
实验舱与空间站核心舱等目标飞行器
的可靠对接。

金属橡胶技术助力问天实
验舱发射成功
该校机电学院姜洪源教授团队利
用金属丝的耐高低温、
大温差及大过载
等优良性能，
研制的 HIT-1 型金属橡
胶阻尼环解决了发动机测控系统的
抗震减振技术难题，有效减轻火箭大
过载、大震动对信号传输装置带来的
负面干扰，提高了信号连续传输的稳
定性，为液氧煤油发动机的正常工作
提供了支撑。此金属橡胶技术已成
功助力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发射、嫦
娥五号探测器发射和长征七号遥四
运载火箭发射。

哈电电机研制藏区最大直径转轮实现
“零配重”
本报讯（张弘 记者李爱民）近日，巴塘
水电站首台机组水轮机转轮完工仪式在位
于四川省甘孜州的哈电巴塘转轮加工基地
成功举行。由哈电集团哈尔滨电机厂有限
责任公司自主研制的、藏区最大直径混流
式机组首台转轮实现“零配重”精品制造，
为助力创建国家级大型风光水储示范基地
贡献哈电力量。
2019 年 1 月，
哈电电机获得巴塘 3 台水
轮机研制合同。历经 3 年多的研发、设计、
制造和 10 个月的精心制造，首台转轮正式
完工，
顺利通过验收，
完美达到
“零配重”
。
首台机组水轮机转轮，最大直径 7.7
米，
高 4.82 米，
总重量 215 吨，
是目前藏区在
制的最大尺寸的混流式转轮。巴塘转轮全
部焊缝 112 米，焊后检查一次合格，精加工
后全部测量指标达到标准要求；转轮外圆
处残余重量仅为 6.9 千克，远优于技术要求
的 20 千克标准，
实现
“零配重”
精品制造。
转轮是水轮机将水流能量转化为机
械能的核心部件，被比作水电机组的“心
脏”，而“零配重”是指转轮在静平衡试验
时无需灌铅配重，即可满足技术要求中残
余不平衡力矩的一种制造状态，标志着转
轮在整体平衡方面达到了极高的制造水
平。

哈电电机研制藏区最大直径转轮实现“零配重”
。

本报记者 李爱民摄

横道河子镇党委抓实基层党建推进乡村振兴

旅游活了 村民富了
近日，牡丹江市森林消防支队林口县大队针对水域救援实战需要，联合林口县应急管理
局、武装部等多部门开展水域应急救援联合演练。
据了解，此次联合演练围绕抗洪抢险实际情况，模拟因突发强降雨导致的洪涝现象，出
动救援队伍解救水库周边“被困居民”。同时组织模拟人员意外落水后开展水上极速救援行
动，以及对翻船自救、救生抛投器操作等课目进行演练，为防汛应急抢险工作积累了宝贵经
验。
王天鹏 孙建 见习记者杨惠暄摄

五大连池世界地质公园假期向学生免费开放
本报 25 日讯（罗曼 记者刘剑 邵晶岩）25
日，五大连池风景区管委会发布关于五大连池
世界地质公园景区景点面向全国大中小学生免
费开放的公告。
五大连池风景区拥有世界地质公园、世界
生物圈保护区、国际最佳保护地绿色名录、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等 3 项世
界级、25 项国家级桂冠。具备世界上火山地质
和生物多样性的突出价值，是研究火山地质科

学、生物学、矿泉环境医学的胜地、青少年夏令
营的首选地、避暑度假的最佳地。
为配合国家地质公园网络中心关于对全国
大中小学生实行门票减免等优惠政策倡议行动，
五大连池世界地质公园决定将公园内的五大连
池火山博物馆、
老黑山、
南药泉、
北药泉、
温泊、
龙
门石寨、
水晶宫、
格球山天池等景区，
于 7 月 30 日
至 9 月 1 日免费对全国大中小学生开放，为学生
进行研学活动和夏令营活动提供绿色通道。

屋。原先的荒地上建起了儿童游乐 父母妻儿反对，放弃了百万年薪，毅
探索增收路径
场、书吧，还有豆腐坊、酒坊等 14 种 然回到家乡。
提升群众获得感
林海雪原风景区，
汽笛悠悠；
夜色 作坊。七里地村党支部书记郑太胜
“王雪峰书记千里迢迢三次来到
中霓虹灯下的俄罗斯老街，
美轮美奂， 介绍说，作坊工作人员都是本村村 无锡盛情邀请我。”李云祥笑着说：
46 岁的七里地村村民于翠会蒸
夜游已成为新时尚……
民，一个月能挣 2000 多元，还能照顾 “我是本地人，对家乡的资源禀赋很 馒头。文商旅公司就出资把她送到
近年来，海林市横道河子镇党委 家庭，
比在地里或者外出打工都强。 清楚。王书记拿出各种发展方案，我 山东青岛学习中式面点制作，学成归
今昔对比，郑太胜有一个深刻的 被深深地感动了。
”
坚持党建引领，抓实基层党建，推进
来后，她成了文商旅
“创客”店的一名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感触：坚强有力的党组织是推进乡村
专业发展的带头人问题解决了， 员工。
“ 每月工资 2500 元，还给交了
镇党委书记王雪峰说：
“ 我们充 振兴、农村发展的
“主引擎”
。
横道河子镇又把选优配强带头人作 三险。”她开心地说，自己带领 4 名员
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党支部+文商旅公司’机制让 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
“头号工程”，重 工制作的花馍很受游客的欢迎。
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团结带领群众 产业发展有了主心骨，人、地、钱等资 点培养政治素质高、群众威望高、带
“七里地村转变发展思路，扬长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就不愁没 源要素都激活了。
”
王雪峰介绍，
通过创 富致富能力强的带头人。
避短，从依靠土地和山产品每年获取
有好的发展前景。
”
新机制，
镇党委组织
“30日冲刺战”
，
拆
“党员要心里装着群众，
真心实意 ‘一次性’收入经营方式，向优势资源
除违建600余处，
美化绿化4万余平方 地为群众谋福利，
充分发挥带头作用， 重 复 利 用 的‘ 流 动 性 ’经 营 方 式 转
党支部+文商旅公司
米。又与文商旅公司积极协调铁路、
森 帮助群众脱贫致富。
”
这是郑太胜始终 变。”王雪峰说，如今，村民自发依靠
创新发展优势
工系统解决土地、
资金两大难题。
挂在心里的一句话。虽然他不爱言 资产和技能等加入影视道具、山庄旅
七里地村位于横道河子镇东北
语，但是他带着村民实实在在地走上 馆、特产加工、浆果种植及导游解说
选优配强带头人
部，森林覆盖率超 90%，有海林市第
了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以党建引领乡 等旅游业态经营，实现了收入从量变
激发内生动力
一个党支部、抗日联军密营等旧址。
村振兴的致富之路。
到质变的转变。
历史文化资源和生态环境优越，却一
七里地村
“水街”项目规划，出自
度捧着
“金饭碗”守穷。
镇里去年聘请回来的一位叫李云祥
如今，沿着山上流经村里的一条 的能人之手，他原来在江苏无锡市某
汩汩山泉，盖起了一栋栋崭新的小 景区任总经理。2019 年底，他不顾

□本报记者 刘晓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