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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蔡韬）据移动大数据显
示，截至春节假日第 3 天，哈尔滨市累计
总游客接待量同比上涨 24.7%；省外游客
接待量同比上涨 81.5%。游子返乡、南北
互跨的春节，“遇见”冰情雪韵、阖家出游
的年景，令“冰雪之冠上的明珠”哈尔滨春
节期间的旅游订单实现周环比翻倍增长。

冰雪游成为兔年春节假期的“团宠”，
哈尔滨成为全国最火的旅游目的地之一，
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来到这里赏冰乐
雪。数据表明，哈市春节假日旅游市场客
源结构优化，对外地游客的吸引力显著增

加，市场复苏趋势明显。哈尔滨冰雪大世
界、伏尔加庄园、雪博会、极地公园、虎园、
亚布力、帽儿山、平山滑雪场等哈市各大
景区游人如织，冰与火在这里交融，寒冷
中的旅游火热呈现出冰城独特的魅力。

哈尔滨机场数据显示，春节黄金周(1
月 21日～27日)期间，预计执飞航班 2800
余架次，预计运送旅客 35 万人次。据美
团数据分析，“家庭齐出行”是今年春节团
圆消费的新特点。年前，返乡团圆的出游
迎来阶段性爆发；年后，有望迎来本地及
周边旅游消费的小高峰。1月以来，哈尔

滨的家庭房、亲子房等相关浏览热度环比
上涨123%。

根据春节假日期间游客激增的实际，
哈尔滨市旅游联席会议办公室加强调度，
就相关工作进行了再部署再落实，印发了

《哈尔滨市冬季旅游市场综合整治方案》，
组织假日旅游专班，解决扰乱冬季旅游市
场秩序、侵害游客权益的突出问题。组织
哈市公安局、市场监管局、交通运输局和
城管局等部门联合执法，在重点地区、重
点时段，加强巡查检查，让市民游客过一
个欢乐、祥和、暖心年。

春节3天，哈尔滨旅游订单翻番涨

本报讯（刘深 记者彭溢）近日，省科
技厅组织完成新一批黑龙江省重点研发
计划项目合同书签订工作，将支持73家企
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牵头承担数字经济、
生物经济、高端装备、新材料、智能农机装
备、常见多发病临床研究、国际科技合作
等7个重点领域的127个项目。预计研发
新技术、新产品490余项，带动企业新增营
业收入36亿元左右。

这一批我省重点研发计划受理项目申
报311项，经过专项评估，部门联查联审联
评等程序择优遴选，127个项目脱颖而出获
批立项。其中重大项目40项，重点项目87

项，涵盖了工业控制系统、高精度传感器、
数字农业、数字牧场、数字诊疗、生物育种、
生物环保、生物制造、动物疫苗、生物大数
据、航空航天装备及材料、播种收获施肥装
备、心脑血管及恶性肿瘤等研究。

据介绍，省科技厅通过实施省重点研
发计划等科技计划项目，着力构建关键核
心技术攻关体系，推动企业科研攻关、资
源整合和成果转化，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水
平和市场竞争力。

2022年省重点研发计划重点领域专
项资金 9.2亿元中，企业出资 6.4亿元，占
比 70%；2.8亿元省拨资金中，企业牵头的

50 个项目支持资金 1.95 亿元，占比 70%；
127个项目中，89个由企业、高校和科研院
所之间组成攻关联合体，占比 70%。三个

“70%”体现了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协同
创新机制不断深化完善。

项目承担单位中，既有哈电股份、中
车齐车等科技型骨干企业，也有瑞兴科
技、艾瑞排放、安宇迪航空等小巨人企业
和鑫华航空、灵泰药业、维科生物等专精
特新企业，还有哈电碳厂、哈工大智研、哈
超精密装备、北大荒信息等新认定的高新
技术企业。

生物经济领域，卫诺恩生物将与齐齐

哈尔大学、中国农科院北京畜牧兽医所产
学研联合开展高品质葡萄糖氧化酶产品
开发及产业化示范；国际合作专项中，省
公路勘察设计院将与黑龙江大学和门捷
列夫化工大学开展特种环境通道、工事设
施快速构筑新材料技术的联合开发。

今年，我省将进一步深化以企业为主
体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机制，发挥企业

“出题者”作用，提高企业在指南凝练和榜
单设计中的参与度，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
头的创新联合体承担科技计划项目，吸引
更多民营企业参与重大科研任务，加快高
质量科技成果产业化步伐。

127个研发项目将带动增收36亿元

解读 条20

习近平总书记视频连线在我省引发热烈反响

□文/摄 王喜双 本报记者 潘宏宇

大年除夕,到处都是浓浓的年味。在万家团聚的日
子，双鸭山市郊十里钢城依然机器轰鸣……黑龙江建龙
钢铁有限公司的钒业公司、焦化厂、炼铁厂、炼钢厂、轧钢
厂、发电厂的职工们坚守工作岗位生产正忙，力争 2023
年实现开门红。

作为双鸭山市招商引资企业，黑龙江建龙钢铁有限
公司在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产业数字化、品
种创新创效、加快新项目建设方面狠下功夫。2022年全
国钢铁行业遇到“下行期”，黑龙江建龙却逆势而行，保持
了全年盈利的优异成绩，全年实现销售收入172.23亿元，
上交税金 5.34亿元，为双鸭山地方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
作出了卓越贡献。

“刚刚结束的全省两会，为我省擘画了今年发展的宏
伟蓝图，鼓舞人心。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持续推进民营
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经济发展新引擎，加快构建现代化
产业体系，这让民营企业信心倍增。”黑龙江建龙总经理
王忠英说。

过去的一年，黑龙江建龙紧跟时代步伐，大力推进信
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以无缝钢管车间为试点，积极推进数
字化车间建设。公司的180无缝钢管车间被省工信委评
为数字化车间，化工LNG车间获评省数字化智能示范车
间……一项项数字化技术形成的“钢铁+智能制造”发展
模式，为“建龙钢铁”插上了智慧的翅膀。

“钢铁+智能制造”发展模式改变了单一的产品模
式，提高了操作精准度，促进了产品提档升级。目前，建
龙公司无缝钢管产量提升 10.3%，能耗降低 18%，产品结
构不断优化，高附加值产品占比已达到60%以上。

2022年 6月 18日黑龙江建龙 40MW煤气综合利用
发电项目提前 4 个月竣工投产，并实现一次并网成功。

“该项目于2021年4月开工建设，实现发电‘集约化、流程
化、规范化、智能化’，可使企业自发电率达到 85%以
上。”黑龙江建龙钢铁有限公司能源中心负责人王志涛
介绍，他们秉承绿色发展理念，坚持以资源综合利用和系
统性能源调度优化为核心，能耗总量降低 3.62万吨标准
煤，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保效益。

围绕着“夯实基础保稳定，创新突破促提升”的基本
思路，2022年黑龙江建龙紧紧把握行业发展趋势和客户
产品需求，把营销、生产、物流、技术资源优先投向盈利能
力强的新产品和高附加值常规产品，通过产销研一体化
运行模式体系的建立与实施，产品创效能力得到显著提
高，全年完成 38个新钢级、48个规格的开发，新品累计
8.09 万吨，超出年度目标 5.49 万吨；品种管产量共计
66.36万吨，较去年同期高15.49万吨。

工艺技术方面围绕“钒钛矿冶炼攻关、高附加值无缝
管研发、钒产品多元化转型和低碳冶金”等现场实际问题和影响企业未来的
技术问题开展工作，为企业转型奠定基础，推动产品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

黑龙江建龙公司正在推进的“低碳冶金气基竖炉项目”，将打破国外技
术垄断，开辟出一种适合我国气源条件的新工艺流程，该项目已被省科技厅
列为揭榜挂帅项目，且正在申报国家钢铁行业前沿技术双示范项目；同时黑
龙江建龙正致力打造国内首家，以绿电和钒储能为基础的源网荷储低碳冶
金创新示范基地。这些项目都将填补国内空白，领跑行业的技术创新。

“未来，公司将持续推动技术创新和产品结构调整，在做强钢铁主业的
基础上，以气基竖炉+零碳电炉为代表的低碳冶金技术开发为抓手，推动企
业转型升级，打造核心竞争实力。”谈及企业未来发展，王忠英信心满满。

180无缝钢管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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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付宇

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全
省经济运行整体好转若干政策措施
的通知》（简称《政策措施》）。其中，
涉及商务领域的主要有两个方面五
项措施。日前，记者专访了省商务厅
副厅长邢颖娜，就措施如何落实进行
解读。

政策措施提到，把恢复和扩大消
费摆在优先位置。邢颖娜表示，省商
务厅将加大消费券发放力度。全年
计划发放政府消费券6亿元，其中春
节前后将通过电子红包、线下折扣券
等多种形式，集中向百姓发放不低于
2 亿元的政府消费券，开展冰雪旅
游、汽车消费、年货百货等消费活动，
让百姓得到更大的实惠。将着力推
进新业态发展。对符合条件的电商

企业地产品网络零售额达到一定额
度和增速的，给予不超过200万元的
奖励。此外，推动生活性服务业恢
复。对符合条件的年度新增批发、零
售、住宿、餐饮限上企业每户一次性
奖励 30 万元。同时，鼓励各市地大
力发展夜间经济，让龙江大地恢复

“烟火气”。
在外贸稳增长方面，省商务厅将

重点支持我省企业开展国际贸易，对
当地经济和就业有一定贡献的企业，
如税收、进出口指标、GDP 等方面，
给予企业用于开展外贸业务所发生
的银行手续费和融资贷款利息不超
过50%的补贴，最高补贴200万元。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细化、实
化政策推进细则和方案，确保各项措
施落实、落靠，让政策春风化雨、让群
众得到实惠。”邢颖娜说。

五项措施促进消费
让龙江恢复“烟火气”

□本报记者 李天池

春节前，习近平总书记通过视频连
线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向全国各族
人民致以新春的美好祝福。五常市二河
乡新庄村党总支书记刘清泉激动地说：

“总书记关心关怀‘三农’工作，勉励大家
继续努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让我备受
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一起迈向
共同富裕，生活越过越红火，更让我们对

今后的乡村振兴倍添信心。”
刘清泉说：“我们村农民对新一年

充满期待。今年我们要实施高标准农
田建设，对 22000亩农田进行彻底改造，
通过土地平整、统一排灌、整修田间路、
重修河堤，使水稻种植更加适合大型机
械化作业和规模经营，降低成本增加产
能。”

五常大米品牌价值已经超过 70亿，
刘清泉认为这为新庄村快速发展提供了

非常好的机遇。“我们村的稻米产业要借
这股东风，不断迈向品牌化，提升水稻附
加值。稻米产业是我们的主导产业，我
们要继续精耕细作，不断擦亮品牌，把产
业做大。”

刘清泉自豪地介绍，通过直播带货，
村里的“稻花香”卖得非常好。现在村里
已经有三四个网红，粉丝最少的30万，最
多的接近80万。他们有返乡创业的年轻
人，也有就地就近就业的，发挥了很好的

带动作用，不但把大米和其它特色农产
品销出去，还拉动了村里一部分年轻人
就业。

刘清泉说：“总书记说新时代的乡
村振兴，要把特色农产品和乡村旅游搞
好。我们将按照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
稻米为主导产业，不断发展乡村旅游，
通过这些产业拉动，把集体经济这块

‘蛋糕’越做越大，带着村民把生活越过
越红火。”

新一年，村民们充满期待信心满怀

□文/摄 本报记者 刘艳

这个春节，恰逢哈尔滨市遭遇极寒天
气。1月23日11时30分许，记者来到哈尔
滨铁道职业技术学院附近看到，身着蓝色
工作服的电力员工顶着刺骨的寒风，正准
备对平房区66kV平安甲乙线开展特巡。

宣读巡检工作任务单，对无人机进
行组装、调试飞行参数、检查外观……伴
着嗡鸣声，国网哈尔滨供电公司输电运
检中心飞手崔宇操控无人机起飞，飞到
30米高度抵近目标设备，对线路杆塔导
线、绝缘子、金具等电网设备进行无人机
巡检。

“这次线路特巡需要巡检 126 基杆
塔。我们 5个人，分成两组，一头一尾同
时开展，效率高一些。”该公司输电运检
中心飞巡一班班长徐鑫杰告诉记者。为
了高效开展工作，出发前，他们做足了准
备，携带了 6架无人机、40块电池。“低温
环境下，电池电量衰减得快，15分钟就得
换一块。准备充分了，才能保障特巡任
务不中断。”徐鑫杰说。

记者注意到，崔宇聚精会神操控无
人机，双手冻得通红。“戴手套不便于操
作，影响精准度，所以我们在现场宁可忍
受寒冷。”崔宇身旁的同事，负责记录数
据的李恒阳说道。

5分钟巡视过后，徐鑫杰赶忙接过遥
控器，接替崔宇，准备开始下一基杆塔的
巡视。“大家互相替一替，让替下来的人
暖暖手，让手指保持一个相对灵活的状
态。”徐鑫杰说。

就是在这样一个寒冷的环境下，他
们克服身体上的寒冷、眼部的疲劳和颈
部的不适，巡检着一基一基的杆塔。中
午饿了，就在车里简单吃上一口面包。

平房区 66kV 平安甲乙线特巡只是
春节期间国网哈尔滨供电公司对电网设
备巡视维护、隐患排查的一个缩影。据
了解，为了确保春节期间电网设备运行

安全，该公司采用“无人机+人工”的复合
巡检模式，在开展各级设备巡视、接点测
温等基础工作的同时，对单线、单变输电
线路、重要电源线路及可能存在运行安
全隐患的线路区段开展特巡、夜巡作业，
同时，组织运维人员加强对重载线路及
变压器巡视测温和隐患缺陷排查，对涉
及党政机关、新闻媒体、供热供水、交通

枢纽、医院等供电线路开展专项特巡，及
时发现和消除各类缺陷和隐患。目前，
该公司 3156名抢修人员、各类抢修及发
电车辆 368辆、发电机 70余台 24小时待
命，确保遇到突发故障停电时能够第一
时间到达现场并快速开展抢修复电工
作，保障极寒天气下供电平稳有序。

无人机巡检。

寒冬巡线保供电

□本报见习记者 周姿杉

伴随着机器的轰鸣声，哈尔滨上洋包
装制品有限公司无菌车间内，16条全自动
医用口罩生产线24小时不停运转，N95口
罩和医用外科口罩经过工人裁切、贴标、
熔接、压纹、包装……一系列操作后，快速

“跑”下生产线，通过物流发往各地。
“目前，口罩的需求量很大。为了保障

春节期间市场上防疫口罩的充足供应与储
备，工人实行两班倒，共 16条生产线满负
荷运转，每日可生产医用外科口罩 80 万
只，医用防护口罩40万只。”哈尔滨上洋包
装制品有限公司质量经理贾立峰告诉记
者，对春节期间的口罩需求，已经储备了
380万只，原材料储备可供各类口罩大约两
个月生产量，完全可以应对市场需求。

据了解，上洋包装制品有限公司是东
北地区最大的软包装材料及制品生产企
业之一，主要生产一类药包材和二类医疗
器械。贾立峰介绍，近段时间市场口罩需
求量加大，为了保障供应，根据政府统一
调度，将口罩销往药店、医疗场所，我们优
先供应省内市场，保供我省防疫用品充足
的情况下，生产有余量会继续辐射供应全
国。

“为满足不同行业与不同人群的防疫
需求，我们快速研制出新品，这也是国内
首家带调节扣的医用防护耳挂式小号
N95口罩，适用于7~14岁少年儿童或小脸
型人群，调节扣方便儿童自我调节口罩尺
寸，同时增加口罩密合度，让孩子佩戴更
舒适。”贾立峰表示，目前，企业包装板块
和医疗器械板块自主研发取得了 32个技

术专利，口罩类目前已开发出经典系列、
轻薄透气系列、时尚系列、多彩系列等多
个系列医用口罩产品。

上洋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在国内首家
推出并获得国家专利证书的最薄医用外
科口罩，经过研发团队调研挑选合适的物
料，实现了低阻力高阻菌（BFE）效率，推
出的轻薄透气款口罩，实现了降低口罩克
重 20%，具有满足细菌阻隔的同时兼顾降
低 40%阻力的优点，解决了使用者佩戴口
罩呼吸阻力大的问题。贾立峰说，为攻克
口罩耳带勒耳不回弹的难题，技术团队调
研市场多家口罩耳带生产企业，自主研发

了久戴不勒耳、长时间使用不松弛的口
罩。

据了解，该公司对接了多条原材料采
购渠道，从原材料的采购到生产过程中的
质检都进行严格监督与控制把关。同时，
在春节期间，车间生产现场质量部质检员
定时按规定对各在线产品现场抽样，对产
品部分关键指标进行中控监测。化验室
对中间产品与成品严格按照技术要求进
行出厂检验。质量与生产管理人员进行
巡检监察，生产与质量做到共同配合双向
监管，对产品质量做到双保险保障，确保
每一个口罩的质量。

N95口罩生产线马力全开

春节我在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