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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陶月明 刘锐 记者刘剑）
日前，五大连池市与中广核新能源投
资（深圳）有限公司黑龙江分公司举行
洽谈合作对接会，双方将在风资源开
发和风电场建设等方面开展深度合
作。会上，双方签订了总投资 20 亿元

的中广核五大连池 200MW 风电项目
开发协议。

本 次 建 设 风 电 项 目 规 模 为
200MW，配套建设 1座 220kV升压站及
输电线路，同步配套建设储能设施，同
时引进上海风领新能源有限公司投资

建设绿色装配式混凝土预制管件项
目 。 项 目 达 产 后 预 计 年 上 网 电 量
596009.2MWh，年可实现产值 2 亿元，
税收 3000 万元，带动就业 40 人以上。
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 19 万多吨，同时
有效降低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氮氧化

物排放量。
近年来，五大连池市委市政府依托

生态资源和区位优势，大力发展新能
源产业，加快构建“一城、三带、四基
地”，形成城市引领、区域协同、板块联
动、多点支撑的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总投资总投资2020亿元亿元！！

五大连池市风电项目签约

□本报记者 那可 刘大泳

佳木斯市抚远市乌苏镇抓吉赫哲族
村，位于祖国最东端的乌苏里江畔，秉承
赫哲族先民的技艺，这里的村民世代打鱼
为生。近些年搭上发展旅游业的快车，村
里特色鱼馆、民宿宾馆也蓬勃发展起来。

曹丽伟是村里的名人，靠水吃水的
她经营着远近闻名的东极赫哲鱼馆。最
近几个月，省市场监管局驻村工作队队
长孔辉带着两名队员陈广新、程邵华三
番五次登门拜访，劝说曹大姐承包村里
的特色宾馆。曹丽伟说：“我擅长的原本
只是打鱼做鱼，经营旅馆从来没想过，就
一口回绝了。可是没过两天孔辉队长又
来劝。”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曹丽伟承包
了两栋楼 14个房间。6月下旬开门迎客
以来，客人源源不断。“过去咱渔民靠劳
动养家付出辛苦就有收获，但可不敢经
营旅馆，怕赔。现在看算是承包对了，这

可多亏了咱孔队长。”
驻村工作队自去年到村开展帮扶工

作以来，考虑最多的就是如何让村里走
上乡村振兴的快车道。抓吉赫哲族村一
直都是远近闻名的旅游村，基础设施非
常好，但村里住宿、饭店经营村里人很少
参与其中。孔辉他们觉得，如果能有更
多本村村民参与其中，会给村民和村集
体带来更大收益，不但要发动有经营潜
力的村民站出来经营，也要让普通村民
在产业发展中有收益，让他们守家待地
在村里就能打工赚钱，真真正正弃船上
岸，吃上旅游饭。

今年 52岁的刘艳霞和老伴是村里的
脱贫户，一直以打鱼为生的两口子是地地
道道的渔民。一年前，刘艳霞有了个新身
份——房嫂。身份的转变也带给家里更
多的收入。刘艳霞说：“我真没想到，50多
岁了，守在家门口还能打工挣钱，一个月
三千块。”像刘艳霞这样在村里打工的脱

贫户，村里还有好几位，大家都说这多亏
了村“两委”特别是驻村工作队的帮助。

从 2021年到村开展驻村帮扶工作以
来，驻村工作队针对村民年龄大，劳动能
力减弱的情况，从村集体收入“家底”中拿
出一部分为村里上岁数的老年人群体提
供了一份额外保障。2021年 12月开始，
用村集体收益为 60岁以上老人送上一份
养老补贴。60 岁以上老人每年补贴 480
元，70岁以上老人每年补贴 600元，80岁
以上补贴720元。马淑兰老人说：“附近几
个村就我们村老人有补贴，虽然钱不多但
够买米买面，我们唠嗑时都说有了老有所
养的感觉。”

村民腰包鼓了，村里产业强了，工作

队替大伙高兴的同时，每天依然在为村里
的大事小情忙乎着。只有夜幕落下，才是
他们的放松时间。抓吉赫哲族村位于祖
国最东方，这支驻村工作队距离省会城市
超过 800 公里，被誉为最远的省派工作
队。他们有时一个月甚至一个季度才能
回一次家。队员程绍华拿出手机跟家人
视频，镜头对面 2岁大的女儿成了工作队
的开心果。

孔辉说，驻村一年来有辛酸有艰难也
有沉甸甸的收获，未来的一年大伙要继续
努力壮大村集体经济，做大做深旅游产
业，倡导乡风文明，发放一次性奖学金，用
驻村工作队的“辛苦指数”换村民的“幸福
指数”。

乌苏里江畔“鱼水情”

驻村干部在行动

□侯春萌 王志超 本报记者 刘畅

八月，平畴沃野之上，片片绿植良
田……

走进北大荒集团所属西部地区的红
旗种马场有限公司，昔日的“瘠土地”已
经变成了沃野良田的“丰粮仓”，呈现出
阡陌纵横、禾茂粮丰农业兴的景象。

这一切都源于近年来企业用心经
营、强化精细管理，在农业现代化发展中
下足“绣花”功夫，通过规模化经营、加大
科技投入创新等方式激发企业活力，同
时升级农机装备等多方发力，开启农业
高质高效发展新篇章。

几年来，红旗种马场有限公司不断
发展壮大规模经营，2022年组建 3个规模
家庭农场联合体，水田联合体 2 个 6243

亩，旱田联合体 1个 2281亩，不断以农业
规模经营为基础，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现
代管理方式和现代装备来改造传统农
业，打造区域化种植的农业生产基地，实
现农业效益最大化。

“统一种子、统一化肥、统一农药、统
一整地、统一播种、统一田管、统一收
获”，七个“统一”标准化种植生产模式的
背后是土地增产、增效的秘诀所在。

2021 年，红旗种马场有限公司粮豆
总产 15791.6 万斤。今年，按照公司“扩
豆、减玉、稳稻”的种植业结构调整要求，
完成 13599亩大豆种植任务，预计实现亩
效益 900元。

“今年，公司实际播种面积 23924亩，
规模化经营播种面积 8000亩。规模化经
营的土地与分散经营的土地相比，每亩

年收益稳定高出 70元以上，且粮豆品质、
价格均优于分散经营的产出品，预计年
增收在 50万元左右。规模化经营的优势
不仅仅体现在高收益中，还引领和带动
了公司及周边农户的机械更新、土地整
合等现代农业发展要素的提升。”红旗种
马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苑鹏飞
如是说。

红旗种马场有限公司现代农业的快
速发展，离不开农业科技示范技术保障。

为寻求改良土壤最快最有效的方
法，公司示范户示范带动开发水田 1万余
亩，当年开发水田平均单产达到 446 公
斤，接近了建场以来的水稻最高产量，实
现公顷纯效益 6213元。昔日“贫瘠”的土
地，成为了“丰产丰收”的大粮仓。

湛蓝天空下，一片片翠绿的秧苗，传

递着丰收前的喜悦。在红旗种马场有限
公司大垄双行大豆田地里，田间地头到
处是一派繁忙景象。今年繁忙的不再是
种植户，而是先进的大型农机具。

今年，红旗种马场有限公司支持联
合体先后投资 90 多万元，购置了无人
机、道依茨法尔 2104 拖拉机等，配套顺
源九行气吸播种机、背负式喷药机，安
装北斗卫星导航与自动驾驶系统，该系
统集成传感器技术、计算机测控技术、
卫星定位技术，可实现智能农机监控等
作业监管，“金戈铁马”让耕作变得更加
高效便捷。

红旗种马场有限公司下一步将以规
模家庭农场联合体为依托，迎合市场不
断调整种植业结构，在提升粮食产能的
同时，实现由种得好向卖得好转变。

小 农 场 的 翻 身 仗

本报讯（贾婷 宋燕军 记者姚建平）“今年洋葱
又是大丰收！”近日，著名的“中国洋葱之乡”齐齐哈
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传出喜讯，当地品牌洋葱今
年又一次获得了大丰收。

梅里斯镇大八旗村达乡洋葱产业专业合作社的
社员们正在丰收的田野上，将刚刚成熟的洋葱进行
分拣、装袋、转运、装车，准备销往全国各地。仅达乡
洋葱产业专业合作社今年就种植上万亩洋葱，亩产
约1.3万斤，仅此一项预计收入达亿元。

近年来，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因势利
导，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在农业现代化上下功夫大力
培育壮大洋葱种植特色产业。经过多年来的发展，
以大八旗村为中心辐射带动周边地区，洋葱已经发
展成梅里斯区的主导产业，小洋葱真正成为了大产
业！ 宋燕军 本报记者 姚建平摄

本报7日讯（见习记者梁金池）7
日，由国家稻米精深加工产业技术创
新战略联盟主办，由黑龙江省农业科
学院食品所、东北稻米精深加工产业
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中国大米网承办
的全国稻米精深加工产业技术创新
发展大会在哈尔滨召开。

大会以“中国稻米 科创未来”为
主题。大会对联盟理事、常务理事、
副理事长单位进行了增补，评选出稻
米精深加工领域的技术创新奖、产品
创新奖和优秀论文奖三大奖项。其
中省农科院食品加工研究所增补为

副理事长单位，并获得优秀论文奖。
本次大会还对五常市乔府大院农业
股份有限公司等 8家全国稻米精深
加工产业技术创新示范企业颁发证
书。同时，大会进行了“低GI全谷物
糙米即食米饭加工技术”等项目签约
仪式。

中国工程院孙宝国院士作了中
国食品产业发展趋势的报告，中国科
学院张启发院士作了提供对人类和
地球健康的食品的报告，中国工程院
张洪程院士作了优质食味粳稻品质
特征分析的报告。

全国稻米精深加工产业
技术创新发展大会在哈召开

本报7日讯（见习记者李成茁）7
日，黑龙江省 2022年转业军官公开
选择单位大会在省军区八一宾馆举
行。省军区少将政治委员赵忠，副省
长余建，省军区少将副政治委员高杏
富出席大会。

在公选大会上，按照黑龙江中
省直单位接收安置军队转业干部办
法，团职转业军官依据考核成绩排

序，专业技术职务军官、营级及以下
军官依据考核考试综合成绩排序，
依次公开选择接收单位，公选现场
进行身份核查、资格审查，设立军地
联合监督组，接收单位名单在大屏
幕公开，选择结果经本人现场签字
确认，保证选岗过程科学规范、公开
透明。最终，62名转业军官选择到
满意的接收单位。

我省完成2022年度
转业军官安置工作

本报讯（张又元 记者赵一诺）近
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全驱系统理
论与航天器控制技术基础科学中心
启动仪式暨中国自动化学会全驱系
统理论与应用专业委员会（筹）首届
学术年会在哈尔滨举行。黑龙江省
首个基金委基础科学中心项目——

“全驱系统理论与航天器控制技术基
础科学中心”同时揭牌。

“全驱系统理论与航天器控制技
术基础科学中心”是汇集了哈工大、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南方科技大学等
的优势科研资源，凝聚了一支多学科

交叉的高水平研究队伍。中心致力
于在全驱系统理论和应用方面取得
突破，产出控制理论和方法的重大原
创成果，解决我国航天飞行器控制中
的“卡脖子”问题，打造控制领域世界
领先的研究团队，培养世界级领军科
学家，形成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学术
高地。

学术年会由中国自动化学会主
办，中国自动化学会“全驱系统理论
与应用专业委员会（筹）”和哈工大共
同承办，吸引了全国 50余个单位的
150余名专家学者参会。

我省首个基金委
基础科学中心项目揭牌

本报7日讯（记者杨镭）7日，省
第十五届运动会乒乓球比赛全部结
束。

本届省运会乒乓球比赛在黑龙
江大学体育馆进行，共有来自哈尔

滨、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大庆、
鹤岗、伊春、绥化等八个地市的 159
名运动员参赛，按组别、项目划分共
产生14枚金牌。

激烈对抗。图片由受访单位提供

省运会乒乓球比赛收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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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薛婧）在近日召开
的 2022中国青年企业家助力龙江振
兴发展峰会上，哈尔滨新区管委会与
思灵机器人科技（哈尔滨）有限公司
（简称哈尔滨思灵机器人）签署合作
协议，这标志着思灵机器人北方总部
正式落户哈尔滨新区。

哈尔滨思灵机器人作为除北京
总部外全国唯一的研发生产基地，计
划总投资15亿元，主要建设思灵机器

人北方总部、中德机器人系统与产业
技术研究院、职业教育共享中心。
2021年哈尔滨思灵机器人签约合同
额 5500余万元，实现营收 2228万元，
现有员工 100余人，2022年预计营收
将达到 1亿元。项目建成投产后，企
业将进入快速发展期，未来 5年总营
业收入不低于 4.5亿元，年均产值达
1.2 亿元，企业入驻后团队规模将超
200人，吸引培养 5000名机器人相关

产业工人。
目前，哈尔滨思灵机器人已与华

能集团、中航工业、富士康、博众精工、
伟创力等大型头部企业以及哈工大、
哈工程、西北工大等高校院所达成意
向合作订单。通过技术辐射、产品辐
射和服务辐射，提高哈尔滨乃至我省
装备制造业整体自主创新能力，带动
行业技术进步，并培养大批高端高素
质专业技术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

哈尔滨思灵机器人母公司思灵
机器人Agile Robots创立于 2018年，
在慕尼黑、北京设有双总部。思灵机
器人核心研发团队成员主要来自德
国宇航中心。公司致力于人工智能
与机器人前沿技术的深度结合与创
新。截至目前思灵机器人已完成 C
轮融资，累计获得融资超 4.3亿美元，
现估值超15亿美元，是目前全球智能
机器人领域估值最高的独角兽企业。

总投资总投资1515亿元亿元！！

思灵机器人北方总部落户哈尔滨新区思灵机器人北方总部落户哈尔滨新区
本报讯（记者潘宏宇）近日，双鸭

山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双鸭
山市人民政府关于落实 9项惠民事
项的实施意见》。《意见》自9月1日起
正式实施。

对返乡创业大学生给予 1万元
补贴。辖区内初次创办小微企业或
从事个体经营，且正常经营6个月以
上的成功创业返乡应届高校毕业生，
一次性给予补贴1万元。

提高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待遇。
取消原有50万元的城乡居民大病保
险年度最高支付限额，并将原有60%
支付比例调整为分段支付，即：大病
保险基金支付 2万元以下部分支付
比例提高到 65%，2万元至 5万元部
分支付比例提高到 70%，5万元以上
部分支付比例提高到75%。

提高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最高支
付限额。将职工基本医保叠加大额
医疗费用补助的年度最高支付限额
由20万元调高至30万元，其中：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年度最高支付限额由
4万元调高至10万元，职工大额医疗
费用补助年度最高支付限额由16万
元调高至20万元。

全面实现异地就医住院直接结
算。办理过异地就医备案或转诊转
院备案的参保人员，可持社会保障卡

或医保电子凭证在省内外定点医疗
机构直接结算，只需缴纳个人自付部
分费用，医保基金支付费用由结算地
医疗机构先行垫付，按月与参保地医
保部门清算。

居民不动产登记 1个工作日内
办结。将法定时限为30个工作日的
不动产登记办理时限进行压减，其
中，除首次登记（开发企业负责办理，
时限压减至2天）以外，一般登记、抵
押登记和预告登记办理时限压减至
1个工作日以内，转移登记办理时限
压减至 1个小时以内，查封登记、注
销登记、异议登记即时办结。并建立
联办机制，实现水、电、气、热、讯与不
动产同步联办。

市辖区内公积金购房提取和贷
款 1个工作日内办结。将除异地购
房公积金提取业务外的其他28种类
型业务办理时限，由 3至 5个工作日
压减至1个工作日；异地购房公积金
提取业务因需与购买房屋所在地公
积金或不动产登记等部门进行核实，
办理时限仍为3个工作日。

市辖区户籍人口免收殡葬四项
基本服务费。城乡最低生活保障 15
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成。一次性抚恤
金和丧葬费审核拨付15个工作日办
结。

双鸭山出台9项措施惠民生

本报7日讯（记者杨镭）8月 8日
是我国第14个“全民健身日”。7日，
2022年黑龙江省“全民健身日”主题
示范活动暨“社区健身活动月”活动
启动仪式在哈尔滨举行。

除了启动仪式主会场哈尔滨外，

当日还在东极抚远、北极漠河、林都
伊春、避暑胜地镜泊湖、火山群落五
大连池设立五个省级启动仪式分会
场。“社区健身活动月”期间，全省各
地市还将陆续开展一系列精彩纷呈
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

我省启动2022年“全民健身日”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