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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31日讯（梁辰 记者姚建
平）7月 31日，国家“十三五”科技攻关项
目钛合金T型高端速滑刀发布暨可移动
冰场启用仪式，在齐齐哈尔市冬季运动项
目中心黑龙速滑馆举行。

据了解，齐齐哈尔黑龙国际冰雪装备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黑龙装备）是唯一一
家取得国家级科技攻关项目的民营牵头
企业，项目联合国内7家权威科研团队及
6个知名高校共同研发，历经上百次专业
运动员测试，不断优化完善，历经14个月
时间，钛合金T型高端速滑刀成功问世，
填补了我国在速度滑冰高端刀技术上的

空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黑龙装备自主
研发的全国首块模块化可移动式真冰场
具有不受场地限制、材料可拆解重复使
用、施工周期短、建造成本低及后期运营
成本低等特点。此次钛合金T型高端速
滑刀的成功问世和可移动冰场的投入使
用，填补了我国在速度滑冰高端刀技术上
的缺失，为全国冰上场地设施建设提供了
有力支撑，改变了专业赛刀被国外垄断的
现状，将进一步加快我国冰上运动的普及
推广，助力中国运动健儿使用“中国制造”
滑向世界，创造佳绩。

据介绍，此次发布的钛合金速度滑

冰冰刀共由 19 个部件组成，单只刀重
334克，具有弹性高，韧性好、重量轻等特
点。该产品融入“T”型结构的钛合金大
道速滑刀体，是黑龙装备自主研发的全
球首创的新款产品，T型支撑梁相对传
统圆管式支撑梁有更好的横向抗扭曲
性，并且能够更有效的降低滑行阻力，减
少运动员能量损失。其刀桥与刀管的相
对运动机构采用轴套式滑动连接结构，
相比轴承，此结构能够更好地控制运动
间隙，保证刀桥与刀管相对往复运动的
精准性，并且增强了连接结构的使用寿
命。刀片采用双金属材料，底部磨削层

使用耐磨性更好的合金钢，使得打磨一
次冰刀的滑行距离最少提高了一倍。

黑龙装备自主研发的可移动冰场又
称“可移动式真冰场”，由基座模块、制冷
系统、智能控制系统、界墙系统、电动浇
冰车、冰鞋及护具组成，模块化的组件可
实现迅速装配，托板做基层，实现“场地
自由”。可轻易打造不同尺寸和形状的
冰场，快速安装、拆走，易于储存、运输。
冰场面积可灵活选择，运行成本相较于
其他品牌冰场节能 20%。此外，基座铺
于冰场的全部区域，可以使冰面的强度
加大，避免开裂、变形等。

钛合金T型高端速滑刀发布 模块化可移动式冰场启用

“龙江制造”填补国内空白

□本报记者 董盈

2022世界 5G大会会前媒体 5G探营
活动第一站，走进了安天科技集团（以下
简称安天）哈尔滨基地总部。在安天创始
人、首席架构师肖新光的带领下，走近网
络安全“国家队”安天的硬核科技和产品，
了解5G时代安天做出的布局。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安天从反病毒引
擎研发团队起步，二十多年来专注耕耘威
胁检测领域。目前已发展成为拥有六地
研发中心；监控预警能力覆盖全国；产品
与服务辐射多个国家的先进安全产品供
应商。通过20余年自主研发积累，安天形
成了威胁检测引擎、高级威胁对抗、大规
模威胁自动化分析等方面的技术优势。
安天的产品为客户提供端点防护、边界防
护、流量监测、导流捕获、深度分析、应急
处置等基础功能，为客户筑起可对抗高级

威胁的网络安全防线。
“只要你现在用的是国产手机，你就已

经有了安天的保护。”肖新光说，华为、小
米、VIVO等排名前十的国产手机厂商均
选用了安天的威胁检测引擎。肖新光表
示，此次世界5G大会上，安天将向全球展
示在5G建设和发展中，安天威胁检测引擎
关口前移的能力和优势，以及打造安全算
力方面的进展。安天同时承担了此次大会
的安全保障工作。肖新光说，这份工作对
于安天来说并不陌生，此次世界5G大会正
好在安天“大本营”所在地哈尔滨举行，安
天的安全服务团队，能在各个相关环节中，
发挥检测运维、应急保障的作用。

谈及如何看待5G时代面临的网络安
全风险，肖新光表示，网络安全对抗就是
关于时间和空间的对抗，5G同时改变了
网络空间的时间与空间。5G进一步提升
了数据传输速度，在这个过程中，所有算

力普及之处，即是攻击目标所在之地。数
据与信息传输传导的速度本身也是攻击
扩散的速度、攻击者对数据获取的速度。
5G安全的核心，是安全的基因如何有效
地沉浸到云、管、边、端等各个环节中去。

对于 5G时代做出的相应布局，肖新
光说，针对5G场景，安天首先要做好基础
研发工作，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安天的
研究人员把复杂系统工程的理念与5G的
切片安全等领域相结合，分析威胁在其中
演进传导的关系；二是要结合5G场景，发
挥自身优势，把安天的安全内核和安全基
因沉浸到各个相关环节中；三是要高度重
视新的算力基础设施和相关情况，实现与

基础设施间能力的有效融合，同时也在为
安天的安全芯片找到更多是可以进行应
用结合的相关场景。

说到安天在我省的发展规划，肖新光
说：“黑龙江是安天的总部基地，也是未来
的上市地。我们准备在深哈产业园建设
2.3万平方米的总部基地，建成后我们将
迁到深哈产业园中去。同时，我们围绕安
天的战略需要、防务场景安全、供应链安
全发起龙江实验室，希望能把我们的合作
伙伴聚拢到龙江来，我们正在研发安全算
力芯片，让反病毒引擎拥有硬件载体，依
托新形式，让更多的合作伙伴在龙江建设
他们的关联体系。”

“只要你用国产手机，就有了安天保护”

本报讯（孙姬 高帅 记者马智博）日前，
哈尔滨冰雪运动装备制造产业园揭牌仪式
在哈尔滨市举行。园区将在建设与运营中，
与张家口市冰雪运动装备产业园紧密互动，
借助其冰雪产业发展成功经验，积极开拓道
里区产业发展新的经济突破点和增长点，打
造冰雪产业链上下游集聚的“强磁场”。

据了解，哈尔滨冰雪运动装备制造产业
园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经济开发区，占地面
积10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总
投资约 3.8亿元。项目已完成一期工程建
设，建筑面积 5.3 万平方米，二期计划于
2023年开工建设。园区主要建设综合服务
中心、冰雪装备制造中心、科创中心、产品展

销中心。
据介绍，园区将重点扶持具有自主品牌

的专业冰雪运动装备制造、大众冰雪运动装
备制造、特色冰雪文化产品制造等企业发
展，满足国内外消费者对冰雪装备的需求，
形成冰雪运动装备制造产业集群；支持高等
院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加大协同创新力度，
提高研发水平，培育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冰雪运动装备制造企
业；引入现代商务服务，打造研发、制造、贸
易全产业链基地，大力建设“冰雪文化之
都”。与张家口冰雪运动装备产业园达成友
好合作，实现资源共享，链条互通，共书冰雪
经济繁荣发展。

哈尔滨冰雪运动装备制造产业园揭牌

本报讯（仇建 见习记者王迪）跑
道上飞机频繁起降，候机大厅人头攒
动，旅游流、商务流叠加发力，哈尔滨
机场旅游人气愈加旺盛，7 月初以
来，哈尔滨机场每天进出港旅客 4.5
万余人次，7月 30日，单日旅客吞吐
量超5万人次。

哈尔滨拥有独特的气候资源和
生态资源，是夏季避暑的热门城市。
尤其是今年夏季，我国多地进入了高

温模式，以凉爽夏日著称的冰城哈尔
滨成为许多南方游客避暑纳凉的首
选。

近期，从南方城市飞往哈尔滨的
游客骤增，7月份以来，旅游客流已
占机场客流的“半壁江山”，游客主要
来自深圳、上海、福建、广东、海南等
南方省市，从北京、广州、深圳、青岛、
武汉、厦门、杭州等地飞往哈尔滨的
航班客座率达到85%。

哈尔滨机场单日旅客吞吐量超5万人

近日高温酷暑，在建设者挥洒汗水辛勤建设下，省重点项目富裕通用机
场各项建设已接近尾声，机场航站楼等主要建筑物已展露靓丽容颜。

目前飞行区场道工程、飞行区地基处理工程、土石方工程、围界工程、排
水工程、消防工程等均已经完成，正在进行土面区找平、绿化工程，助航灯光
工程、气象观测工程、NDB导航系统、DME仪表着陆系统、甚高频地空通信
系统等项目的施工。

航站区已经完成FBO综合楼、塔台、机库、中心变电站、供水站、导航台
等部位的主体施工，给排水、消防、供暖系统的施工基本结束，正在进行建筑
装饰装修作业，下一步将进行中心变电站、供水站、锅炉房、一体化污水处理
等设备的安装工作，预计今年10月中旬左右全部竣工。

宋燕军 本报记者 姚建平摄

富裕通用机场建设近尾声

本报讯（记者邵晶岩 刘剑）年初
以来，黑河市不断提升通关便利化水
平，扩大市场开放力度。今年1月~6
月，黑河市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完成
68.2亿元，同比增长 175%，增速列全
省第1位。其中，出口4.4亿元，同比
增长 28.3%。进口 63.8亿元，同比增
长198.6%。

在自贸区黑河片区，一批批机械
设备在保税物流区内准备出口外销，
这是今年以来保税物流区内常态化
的景象。丰泰进出口公司董事长吕
伟说：“随着黑河跨境大通道不断完
善，口岸过货能力提升，上半年我们
进出口业务大幅提升，机械设备出口
增长超过 100%，机械车辆出口允许
自行走模式通关，将大大提升通关效
率，降低运营成本。”

固有的出口商品品类贸易量出
现倍增，出口商品种类也在增加。据
介绍，今年上半年，高新技术产品出

口 800万元，同比增长 88.4%。生命
科学技术出口 377 万元，同比增长
495.5%。

为维护进出口企业利益，黑河市
持续加快进口退税进度。黑河市商务
局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渠道，宣传解读
进出口税收政策。黑河海关进一步推
广“单一窗口”在线申报，主动辅导外
资企业“单一窗口”在线申报流程等，
更好地帮助企业稳订单稳生产。

黑河市相关部门压缩整体通关
时效，与省邮政、海关密切协作，办理
首票经黑河公路口岸邮件出境转关
业务。深入中药材进口企业和加工
厂开展调研，为中药材进口纾困清
障。梳理进境粮食监管流程，助力进
境粮食加工企业实现全省首票线上
资质审核。推广进口货物“船边直
提”和出口货物“抵港直装”作业模
式，6月末，首批“船边直提”模式进
口货物在黑河水运口岸顺利通关。

黑河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75%
增速全省第一

本报讯（记者米娜）近日，省司法
厅举行全省“无律师县”律师事务所
颁发执业许可证仪式。至此，全省

“无律师县”实现销号清零。
截至 2021 年底，全省还有 5 个

县没有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分别是：
大兴安岭地区的塔河县、呼玛县；伊
春市嘉荫县、丰林县和大箐山县。
这 5个县均处于林区，地域偏远，交

通不便。
在省市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

会的共同推动下，截至 6月 22日，嘉
荫县、丰林县两个县已经设立了律师
事务所合伙分所，大箐山县、塔河县、
呼玛县 3个县已经设立了个人律师
事务所，涉及全省 5个“无律师县”
问题已全部解决，全省律师服务实现
县域内全覆盖。

我省“无律师县”实现销号清零

本报讯（周峰 记者刘大泳）7 月 30
日上午，“相聚华夏东极，共谋合作发
展”——2022 年佳木斯市央企合作暨
重点合作项目签约活动盛装启幕。佳
木斯市及有关县 (市 )区、佳木斯高新区
分别与华润 (集团 )有限公司、中国中车
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

限公司、中国氢能有限公司等签署 18
项合作协议，总签约额 207.4 亿元。

佳木斯高新区管委会与华润三九
医药公司签署中医药产业园协议，与
中建材凯盛科技集团签署Low-E 玻 璃
生产线项目投资协议；同江市人民政
府与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黑

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中国
铁路哈尔滨局集团签署同江公铁换装
联运物流产业园区项目；建三江国家
农业科技园区管委会与隆基绿能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建三江 400MW 光
伏电站项目投资协议；桦南县人民政
府与中信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中信

稻谷饲用项目投资协议；桦南县人民
政府与北京建龙重工集团有限公司签
署桦南建龙矿业一百万吨铁精粉项目
投资协议；东风区人民政府、佳木斯市
体育局与深圳冰雪奇缘文体发展有限
公司签署佳木斯奇缘四季冰雪奥体汇
项目投资协议等。

佳木斯签约重点合作项目18项总额超200亿元

本报讯（朱齐 记者董新英）据统
计，上半年，绥化市进出口总值33.22
亿元，同比增长 64.6%；其中，出口
13.28亿元，增长 209%；进口 19.94亿
元，增长25.5%。

自今年 1月 1日《区域全面经济
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生效实
施以来，绥化海关面向外贸企业主动
发力，助力企业抢抓RCEP新机遇。
绥化对RCEP贸易伙伴进出口19.22
亿元，同比增长 28.2%，占同期绥化
市进出口总值的 57.8%，RCEP成效
初显。

绥化海关为更好发挥绥化市与
RECP相关国家经贸合作优势，持续
加强RCEP实施对全市重点进出口
行业及产品的影响研究分析，挖掘进

出口重点产品面向RCEP重点国家
的发展潜力，帮助辖区企业充分利用
RCEP政策扩大进出口贸易。设立
RCEP工作专岗，对企业实施一对一
精准“靶向”帮扶，通过“线上+线下”
宣传、现场办事窗口等途径对RCEP
原产地规则、降税安排等重点问题开
展“立体式”宣传，为企业“答疑解
惑”，掌握运用 RCEP 原产地规则。
同时，采取“自助打印、邮寄签证、预
约取证、智能审核”便捷措施，实现

“即报、即审、即领”，降低企业出口单
证合规时间和成本，切实确保优惠原
产地规则发挥实效。今年上半年，绥
化海关共为企业签发RCEP原产地
证书 54份，签证货值金额近 2000万
元。

绥化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64.6%

本报7月31日讯（记者邢汉夫）
记者从哈尔滨市住建局获悉，7月31
日，哈尔滨市第 44届商品房展销会
暨第25届二手房交易大会在会展中
心闭幕。展会期间，共成交新建商品
房2845套、二手房销售1239套，累计
成交金额42.66亿元。线下房展会闭
幕后，线上房展会将于 8 月 15 日~9
月30日在悦居网举行。

本次房展会期间，万科、省建投等
各大房企拿出数千套精品楼盘，各家
房企还专门提供了千套“特惠”房源，
产品类型涵盖了高层、洋房、公寓等。

本届房展会成交新建商品房
2845 套，成交金额 30.76 亿元，成交
面积 30.68 万平方米；二手房销售
1239套，成交金额 11.9亿元，成交面
积12.84万平方米。

哈尔滨房展会销售额42亿元

7 月 30 日 晚 ，哈
尔滨新区夜经济又注
入新元素。中国冰雪
大篷车百场巡回主题
活动在哈尔滨新区万
象汇广场为市民带来
多项冰雪体验活动，
开启哈尔滨新区冰雪
之旅。与大篷车一起
亮相的还有冬奥冠军
签名火炬“飞扬”，体
验者纷纷合影留念。

本报记者 薛婧摄

本报讯（闫捍江 记者张磊）一列列
旅游专列相继驶抵漠河，各式自驾游汽
车满载着天南海北的游客沿着311国道
一路向北，尽情地享受森林氧吧带来的
惬意。入夏以来，作为大兴安岭地区热
门旅游项目的找北游、避暑游、赏景、打
卡游越来越火。

入伏以来，全国多地频发高温预
警。日均气温 18摄氏度左右的清凉大
兴安岭成了全国各大房车微信群里的
香饽饽，得天独厚的冷凉型气候，吸引
了络绎不绝的南方车友驱车北上，前来
避暑纳凉。北极村景区负责人郝大为
说，近日来，常住人口仅千人的北极村，
每天接待的游客要达3000多人。

近日的加格达奇街头，挂着京、粤、
苏、鲁、蒙、辽、吉车牌的房车随处可见，
他们一路向北直奔漠河。来自浙江的
车友徐伟解这次专程带队来度夏，

最北的清凉让他们流连忘返。
6月末以来，大兴安岭全
区各大旅游景区游客逐

渐增多，据郝大为介
绍，入夏以来，

他们接

待了 10 多趟旅游专列的团体游客，自
驾的更是一天比一天多。目前景区已
开通了网上订票业务，订票后，游客直
接刷身份证就可进入景区。

漠河地处大兴安岭山脉北麓，森林
覆盖率高达92.47%，作为第一批国家森
林康养基地，盛夏漠河也是各地旅居老
人避暑养生的首选，到北极村小住一段
时间，享受大森林里的小夏天。

游人激增，一床难求。北极村
180家家庭宾馆，几乎家家爆满。

导游王女士说：“凉爽宜
人的气候成为大兴安岭旅
游的最佳卖点，避暑游、
找北游、界江游深受
欢迎。”

房车开向

18℃的
大兴安岭

找北的游客。

房车营地。图片由受访单位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