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8日讯（刘海霞 黄彬 记者
杜怀宇）8日，由中国国际商会主办，
省商务厅、省贸促会、绥芬河市人民
政府共同承办的以“新时代·新理
念·新模式——创新驱动口岸城市
开放合作新发展”为主题的第八届
中国（绥芬河）国际口岸贸易博览会
在百年口岸绥芬河开幕，同时“绥易
展”平台正式上线运营，国际合作对
接会和第十四届中国口岸城市市长
论坛同日举行，“2022绥芬河‘绥易
购’国际电商嘉年华”也将盛装启
幕。

国家商务部、中国贸促会、中国
国际商会、省商务厅、省贸促会和俄
罗斯驻华商务代表等负责人通过视
频致辞。

本届博览会采取线上线下相结
合方式举办，依托“绥易展”线上展

览平台布展。线上平台打破线下展
会在时间、空间上的局限，来自俄罗
斯、日本、韩国、东盟及“一带一路”
沿线等 26个国家和国内 24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总计 2003 家企业、
7000多种商品参展。

云上博览设置了四馆八区。开
放合作馆分设主宾国展区和互贸国
家展区。自贸创新馆分设制度创新
展区和服务贸易展区。振兴发展馆
分设全面振兴展区和区域合作展
区。宜家生活馆分设进口商品展
区、旅居康养展区。

据介绍，为切实帮助中外企业
实现精准合作，本届博览会还举办
了国际合作对接会，来自国内外 100
余家知名企业纷纷进入线上洽谈
室，8家企业达成合作共识，签约额
达8.65亿元人民币。

第八届中国（绥芬河）
国际口岸贸易博览会开幕

原黑龙江松花江林业管理局党
委书记、享受副省（部）长级医疗待
遇离休干部徐贯一同志，因病医治
无效，于 2022年 7月 29日，在哈尔滨
逝世，享年98岁。

徐贯一同志，1923年11月出生，
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1945年 11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东北沈阳宝
盛铁工厂工人，山东胶东解放区隆
茂机械修建厂技术工，大连市旅大
总工会组织部、海员工会和港铁工
会部长、主席，哈尔滨东北林业工
会、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林务总局
工会科长、大队长，松江省伊春森林

工业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中央
林业部东北森林工业管理局生产技
术处副处长，林业部牙克石森林工
业管理局党委常委、副局长，内蒙古
牙克石林业管理局生产指挥部主
任、革委会副主任、党委副书记，黑
龙江省松花江地区林业管理局副书
记、副局长、书记、局长。1986年 11
月离休。

徐贯一同志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
诚，是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他的一
生，是革命的一生，奋斗的一生，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省委老干部局

徐贯一同志逝世

本报讯（张克华 记者姜斌 刘
畅）日前，第二届北大荒文化旅游
节龙头企业推介及项目签约仪式
在宝泉岭现代农业产业园区举
行。北大荒集团各直属企业签约
额达 172.44亿元。

仪式上，建三江分公司、北大
荒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阳光农
业相互保险公司、北大荒信息有限
公司、北大荒（黑龙江）高端米业集
团有限公司、北大荒食品集团有限
公司、九三粮油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等 7家北大荒集团龙头企业和中向

集团进行推介。
北大荒集团 12 家直属企业、8

家分公司和哈尔滨有限公司与潍
柴雷沃重工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
鸿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益海
嘉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农产
国际供应链有限公司、粤港澳大湾
区菜篮子平台指挥中心运营商、佛
山市食品行业协会等企业达成玉
米购销、大豆购销、产品采购、“风
光新能源+中草药”产业园互补基
地、“商超+龙头+基地”产销联营等
42个合作项目。

北大荒文化旅游节
42个合作项目签约

本报8日讯（郑雷 记者蔡韬 邢汉
夫 刘莉 薛婧 马智博）记者分别获悉，
哈尔滨市南岗区、香坊区、松北区、平房
区、道里区发布通知，8日，紧急启动新
一轮区域全员核酸检测，9日再启动新
一轮区域全员核酸检测。

同时提醒居民，如无故不参加本
轮核酸检测，将于 48小时之内健康码
变为黄码。将对居民工作、学习、生

活、出行造成影响，请务必参加本轮
检测。对无故不参加区域核酸检测，
造成疫情传播扩散的人员，将依法追
究责任。

离哈人员离哈前要到所在社区进
行报备，以便减少赋码对出行带来的不
便。报备人员未参加本轮检测将不予
以赋黄码，如不报备未参加本轮核酸检
测将一律赋黄码。

哈尔滨连续两日
开展区域全员核酸检测

本报8日讯（记者吴玉玺）8日，记
者从省水文水资源中心获悉，截至 8
时，黑龙江干流鸥浦站超过警戒水位
0.24米，黑龙江干流其它江段水位与警
戒水位相比整体低 0.07米至 3.9米；嫩
江干流水位与警戒水位相比整体低
1.05米至5.04米；松花江干流水位与警
戒水位相比整体低0.27米至2.53米；乌
苏里江干流水位与警戒水位相比整体
低2.4米至3.19米。

我省18条中河，与历年同期比，甘
河、穆棱河、讷谟尔河 3条河流水位基
本持平；额木尔河、呼玛河、绥芬河、汤
旺河、通肯河、倭肯河、逊毕拉河、雅鲁
河8条河流水位偏高0.16米至0.58米；
呼兰河、拉林河、蚂蚁河、牡丹江、挠力
河、诺敏河、乌裕尔河等 7条河流水位
偏低0.2米至1.43米。

松花江干流哈尔滨站水位117.08米，
比昨日上涨0.03米，低于警戒水位1.22米。

黑龙江干流鸥浦站超警戒水位

本报8日讯（周峰 记者刘大泳）
8日上午，佳木斯市携手省交通投资
集团隆重举办佳木斯市数字经济暨
电商产业投资发展大会，以“商聚东
极、数动未来”为主题，共享数字领域
前沿智慧、共谋数字产业合作发展、
共创数字经济美好未来。

据悉，佳木斯将以此次大会为契
机，围绕数字经济、电商产业等领域
开展深入研究、全面对接，积极推动
数字经济科技化、产业化、集群化、贸
易化发展。

开幕式上，省交投集团、360 集
团、深圳德泰集团一致表示，将以此
次大会为契机，推动强强联合、优势
互补，推进与佳木斯的合作向纵深迈

进，以数字经济赋能助力佳木斯经济
高质量发展。

开幕式后，现场举行了佳木斯数
字经济及电商产业重点项目合作签
约仪式，共签订数字光电智能制造、
铧信数字物流运营、智慧城市建设等
21 个项目，总签约金额达到 68.8 亿
元。

据悉，会议期间还将开展佳木斯
“好粮油”名优特产品展、龙江交投佳
木斯国际物流港揭牌仪式、中国数字
经济头部企业入驻佳木斯数字创意
产业园开园仪式、佳木斯首届创意设
计大赛启动仪式、佳木斯市数字经济
暨电商产业投资发展高峰论坛等多
项活动。

佳木斯市数字经济
暨电商产业投资发展大会开幕

松花江上竞扬帆

□高伟 拱晓晗
本报记者 董新英

30 年前，他离开家乡到外地闯荡。
10年前，他回到家乡成立公司。

“我离开家乡时是一名年轻小伙，现
在也不觉得自己老，还能为家乡做些事，
为乡亲们做放心肥。”2013年，出生于明
水县兴仁镇的郭向峰回到明水，成立了
黑龙江秋必丰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郭向峰说，离家后在外拼搏，在满洲
里从一名装运工慢慢做起，后来开始做
边贸生意，一做就是20多年，在经济上有
了一定积累。得知明水县在开展招商引
资后，他就想着回到家乡创业。

“还是回家乡投资吧，我要带领家乡
的乡亲们共同致富，我要让明水的黑土

地‘生金长银’。”郭向峰打定了主意。
如何选择一个有利于乡亲们致富增

收的好项目？他经过多方考察，看中了
化肥这个项目。祖祖辈辈与土地打交
道，郭向峰深知化肥在种地方面的重要
性，有了好肥料土地才能多产粮。

2013年，郭向峰的黑龙江秋必丰生
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落户明水。这是一
家植根黑土地，以测土配方为基础，专注
固体生物肥料及专用肥料研发、生产与
推广的民营科技企业，是黑龙江北部地
区规模最大的有机肥制造企业。建设有
现代化肥料生产线三条、生物有机肥生
产线一条，年生产能力30余万吨。

为了做出好肥，郭向峰深入研究欧
美农业生物技术，公司长期与我省土肥
站、东北农业大学等部门的高端科技团

队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不断提升产品
的科技优势。坚持以市场为导向，持续
推进生产工艺优化和品种改良进程，成
为我省土肥站指定测土配方肥定点生产
企业。公司共有 3大系列 40个品种，其
中的“秋必丰田”“丰我稼”“农开乐”品牌
在同行业中已站稳脚跟。

郭向峰说，土地有了配方肥，相当于
用上可口的营养餐。经过一段时间的科
学施肥后，神奇的土地焕发出勃勃生机。

郭向峰在为农服务的道路上不断探
索，努力践行服务“三农”的初心使命。
黑土地有了自己的测土配方“营养餐”，

地力发挥出最大潜能，黑土地年年增产
增收，乡亲们的脸上满是笑容。

“公司自投产运营以来，兢兢业业做
好肥，做农民群众认可的放心肥。这一
目标始终不变。”郭向峰常说，做人如做
肥，要谨记自己农民的身份，把乡亲们的
期盼时时放在心上。据了解，目前，郭向
峰的企业产品已覆盖东三省及内蒙古的
50余个县市区以及4个大型国有农场。

郭向峰说，乡村振兴路上，黑土地赋
予了秋必丰人神圣的职责与广阔的发展
舞台。而他，在龙江大地上，找到了创业
的意义。

郭向峰 为乡亲们做放心肥

20222022年中国科学院信息技术科学部学术年会年中国科学院信息技术科学部学术年会聚焦聚焦

本报8日讯（记者赵一诺 张桂英
蒋平）8日下午，院士助力黑龙江创新发
展调研咨询座谈活动在哈举行。此次
活动是 2022年中国科学院信息技术科
学部学术年会暨“科学与中国”20周年
活动重要内容之一。近 20位院士分别
深入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新区、哈
电集团考察调研，并围绕数字经济、智
能制造、科技创新、“龙江人才振兴 60
条”等多个关键词与青年科技工作者、
企业科技工作者代表亲切座谈，为黑龙
江创新发展建言献策，助力龙江全面振
兴全方位振兴。

省委常委、副省长王一新，省委常
委、组织部部长杨博，省政协副主席、省
科协主席庞达参加活动。

在哈尔滨工业大学，院士们参观
了空间环境地面模拟装置（国家重大
科技基础设施），并对相关领域进行
考察调研；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博物
馆，了解了一代代哈工大人打造国之
重器、培养杰出人才的艰辛历程。在

“院士助力黑龙江创新发展——与哈
工大青年科技工作者代表座谈会”
上，院士专家围绕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软件工程、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

领域的前沿和热点问题进行分析和
探讨。

在哈尔滨新区，院士们来到哈尔滨
工大卫星技术有限公司、哈尔滨新光光
电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哈尔滨）产业园
区进行考察调研，详细了解了企业在高
科技领域的创新成果及生产情况，以及
深哈合作成果、产业园建设情况及园区
发展规划。在随后召开的“院士助力黑
龙江创新发展咨询座谈会”上，面对新
区高科技企业代表热切的科技诉求，院
士们围绕卫星设计制造、高端传感器产
业、软件开发、智慧农业等领域，积极建

言献策。
在哈电集团，院士们参观了汽轮机

公司展厅、动装分厂，电机公司水电、汽
发重型车间、水力发电设备国家重点实
验室等。在座谈环节，院士们建议，在
工业数字化方面，围绕工业互联网应
用、工业软件研发应用、智能制造云平
台等应用场景，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
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催生新业态新模式，充分发挥科技优
势，突出科技创新核心引擎作用，为数
字产业创新、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强劲
支撑。

院士助力黑龙江创新发展
调研咨询座谈活动在哈举行

驻村干部在行动

□本报记者 刘晓云

玄武湖水碧波荡漾，青瓦白墙院舍
整齐划一，村头巷尾整洁有序，田间地头
一片忙碌……盛夏时节，走进宁安市渤
海镇上官地村，映入眼帘的是一幅清秀
隽美的新时代乡村画卷。

2021年 7 月，宁安市委宣传部乡村
振兴驻村工作队走进了上官地村，他们
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商同议、同心同德，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上官地村这片希
望的田野增光添彩。

强化党建引领
建强支部战斗堡垒

让党员身份亮起来。秋收季节为了
抢工时，工作队主动拿起镰刀带领工作
队下到田间，帮助村内留守老人抢收稻
谷；在疫情防控中，始终坚守卡口守护一
方平安；在小年当天工作队为村内低保
户、五保户、低收入群体送去新春的祝
福。

让党建阵地用起来。为了把阵地用

足用好，工作队协助村“两委”班子申请惠
民项目资金15万元，改造了村社区服务中
心，建立农家书屋、活动室，并购置了取暖
设备，吸引更多党员群众参与其中，使党建
阵地的政治引领和服务群众功能得到充分
发挥。

谋发展兴产业
壮大村集体经济

上官地村是第四届全省旅发大会重
要观摩点之一，工作队帮助村里精心设
计 3款稻米产品，作为旅发大会伴手礼，
打响上官地村石板大米知名度。同时，
依托新媒体平台，参与宣传视频录制，打
造村网红，让石板大米“走出去”拓宽销
售渠道，带动农民增收。

工作队入村后，便着手加大上官地
村旅游产业、稻米产业的对外宣传工
作。在中央和省级等众多媒体平台刊
发文章 46篇。其中“走进乡村看小康”
现场直播在 CCTV-13 播发，全力提升
了上官地村的美誉度。

为了把上官地村的旅游资源和旅游

产品向外界推介，工作队还代表上官地
村参加牡丹江“创翼创新创业”大赛，对
外宣传推介农业主题公园、玄武湖、渤海
风情园、上官民宿、稻草主题公园等“农
文旅融合发展”项目，为上官地村招引人
才，取得了乡村振兴专项组第二名的好
成绩。

用心用情用力
解民忧暖民心

“当时我们通过走访，了解到村里有
10余户家庭存在吃水难的问题后，积极
与村‘两委’协商，协调相关部门对上官
地村进行自来水管网改造，建设水站，使
村民吃水问题全部得到解决。”工作队队
长张本军回忆说。

工作结束后，一旁的村民热情邀请
他们到家里吃饭。虽然只是一碗热腾腾

的方便面，却让张本军感动：“只要我们
的心和百姓在一起，我们就是相亲相爱
的一家人。”

驻村以来，工作队始终把民生工作
摆在突出位置，干群众所想所愿、所急所
盼的事情，把党的政策送进千家万户。

“困难发现得及时，解决得彻底！”村民们
这样评价工作队。

上官地村成为乡村振兴示范点后，
为了巩固来之不易的成果。工作队从乡
风文明建设入手，逐家逐户倡导好家风
家训，组织开展“美丽家园示范户”评选，
带领全体村民开展人居环境综合整治活
动，以典型引领助力乡村整治提档升级。

艰难方显勇毅，磨砺始得玉成。上
官地驻村工作队扎根乡村热土，奉献心
血才智，诠释了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和
价值追求。

为 希 望 的 田 野 增 彩
记宁安市渤海镇上官地村驻村工作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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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花江上，彩帆点点。8日，2022年“体彩杯”第三届哈尔滨帆板奥林匹克场地
赛暨哈尔滨首届青少年OP帆船邀请赛在松花江滨玛逊码头水域举行。该大型帆
板运动赛事由哈尔滨市体育局指导、省帆船帆板运动协会承办。

本届比赛参赛者中年龄最小的7岁，最长者年龄近70岁，参赛运动员达百余
人。

赛事的举办不仅为松花江增添了一道靓丽动感的风景线，也呈现出城市旅游
的动态景观。充分展示了哈尔滨的运动之城、活力之城、风情之城的个性和魅力，
促进哈尔滨市及我省大众帆船帆板运动的普及与提高。

本报记者 蒋国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