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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道里区机场第二通道迎宾路高架
工程（省道老机场公路改造）（一期）项目
征收需要，按照国务院《国有土地上房屋
征收与补偿条例》、《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
评估办法》、《哈尔滨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
收与补偿办法》及哈政办规【2020】3号、
哈住建发【2020】327号文件规定,道里区

房屋征收服务中心，拟于近期为该项目选
定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欢迎符合条件的
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参选报名。详情敬
请关注道里区政府门户网站。

网址：http://www.hrbdl.gov.cn
道里区房屋征收服务中心

2020年12月18日

关于道里区机场第二通道迎宾路高架工程
（省道老机场公路改造）（一期）项目选定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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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记者胡喆 彭韵佳）12
月17日凌晨，嫦娥五号返回器携带月球
样品，采用半弹道跳跃方式再入返回，在
内蒙古四子王旗预定区域安全着陆。嫦
娥五号返回器圆满完成月球“挖土”，带
着月球“土特产”顺利回家。

历经 23天，嫦娥五号闯过地月转
移、近月制动、环月飞行、月面着陆、自动
采样、月面起飞、月轨交会对接、再入返

回等多个难关，成功携带月球样品返回
地球，完成了这次意义非凡的太空之旅。

“嫦娥五号任务既是收官之作，更
是奠基之作。”嫦娥五号任务新闻发言
人、国家航天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副
主任裴照宇表示，嫦娥五号任务是我国
探月工程“绕、落、回”三步走中“回”这
一步的主任务，成功实现了月球表面采
样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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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活 报 讯
（马晓雪 记者吕
晓艳）12 月 17
日 1时 59分，嫦
娥五号返回器安
全着陆，带回月
球风暴洋区域的
钻 取 和 表 取 样
品。月面采样是
嫦娥五号工程的
四大核心技术之
一，哈尔滨工业
大 学 邓 宗 全 院
士、黄玉东教授、
赵阳教授、张学
习教授等科研团
队十余年刻苦攻
关，多项技术成
果鼎力支撑此次
月面采样任务。

嫦娥五号
携“土特产”回家

A 采样
嫦娥五号工程立

项论证始于2009年，
邓宗全教授主持了月
面采样与封装专项论
证，确立了月面钻-表
复合式釆样与封装方
案，通过一次任务可同
时获得表层和次表层
样品，这在国际上尚属
首例。

2011 年 至 2013
年，由邓宗全团队牵
头，与航天五院总体
部、北京卫星制造厂等
单位合作，完成了“采
样封装分系统设计集
成与验证技术”“钻取
采样机构关键技术与
原理样机”两个重大专
项的攻关任务，解决了
钻-表复合式月面采
样与封装技术难题，确
定了机械臂多次采集、
中间站集中存储、一次
转入封装容器的作业
流程，攻克了以“双管
单袋”为基本特征的月
面钻取采样关键技术，
研制了工程样机并开
展了全流程试验验证，
形成了嫦娥五号独具
特色的月面采样作业
技术体系。

2012 年 至 2020
年，邓宗全团队与工程
承研单位——北京卫
星制造厂组建了嫦娥
五号月面钻取子系统
产品研制联合团队，成
功研制出钻取采样子
系统飞行产品。2020
年 12月 2日，采用预
编程自主作业与月-
地遥控相结合的操作
方式，在采样点月壤颗
粒状态非确知的极端
工况下，圆满完成了钻
进取芯、提芯封口、缠
绕整形、样品传送和避
让展开等关键作业任
务。

封装
黄玉东团队完成了取芯软

袋型号产品研制任务。针对钻
取剖面层序样品的原位封装与
整形难题，创新设计了高分子纤
维“绳-袋复合”一体化结构，形
成了取芯软袋产品的标准化织
造工艺，突破了取芯软袋组件
形-性定量可控、绳-袋过渡段
应力均化等核心技术。研制的
取芯软袋产品具有耐高温、易翻
折、质地柔软、结构致密等优势，
经受住了月面釆样的严酷工况
考验，满足了原位取芯、样品封
口和缠绕整形等功能需求，圆满
完成了月壤剖面层序样品的封
装任务。

钻取
赵阳团队针对钻取子系统

作业效能验证和机构动力学优
化等技术难题，研制了钻取子系
统地面验证支持平台，构建了面
向任务决策的快速分析应用数
据产品，对机构动力学分析、钻
取策略优化、故障模式预案设置
等工作提供了多维度的数据应
用支撑，实现了对钻取采样过程
的全方位在线监视和专家决策
支持，保障了嫦娥五号钻取采样
全流程地面演练及在轨作业状
态判读。

机械臂
张学习团队针对月表高温

作业机械臂轻质、高刚度、高强
度、耐热材料的苛刻要求，解决
了晶须增强铝基复合材料的适
应性设计与制备、薄壁管材和复
杂锻件热成形与控性、产品强韧
化与尺寸稳定化处理等关键技
术，研制了高性能机械臂结构
件，完成了弯扭联合加载装置研
制及机械臂刚度与强度考核，为
机械臂多点、多次采样及样品精
准转移提供了技术支撑，在月面
釆样作业中表现出优良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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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记者仲亮）2日，生活报
关注了哈尔滨市松北区凯利U盘公寓
供热不达标一事。报道刊发后，松北区
委、区政府高度重视，成立了以主管副
区长为组长，区住建局局长为副组长的
供热突发事件领导小组，定期到业主家
进行走访，监督供热整改工作落实。松
北区委、区政府要求，对“凯利”存在的
供热问题要抓紧整改到位，区住建局对
此跟踪督办，保证供热质量改善，维护
业户的供热权益。

日前，家住凯利U盘公寓的业户向
记者反映称，报道刊发之后，松北区住

建局、街道办多次到业户家实地踏查测
温，向环亚太平物业管理公司提出供热
整改方案，但是，还是有业户家的室温
没有达标。

对此，松北区住建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凯利U盘公寓是按照商服来设
计施工的，墙体没有居民住宅楼的墙
体厚，所以保温性不佳，这是供热室温
不达标的主要原因之一。为此，松北
区要求环亚太平物业管理公司采购压
条和塑料薄膜，给不达标业主家密封
窗户，并采购电暖风发给冷山和不达
标的业主，争取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区供热办安排专人盯锅炉参数，保证
24 小时连续供热，查看供热运行参
数，填写检查记录单，将供回水温度进
行登记，检查人员签字确认，保证供热
的稳定性。松安街道办及社区连续开
展走访测温工作，动态掌握供热质量
变化，同时征求群众的建议和意见，及
时整改，满足业主的合理诉求。对于
室温不达标的业户，将按照《黑龙江省
城市供热管理条例》和《哈尔滨市城市
供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给予退赔
热费。查看图纸，明确外墙保温和进
户管的设计数据，为明年的改造做准

备。按照专家意见，将商业系统与居
民系统回水温度调整好，提升居民分
支回水温度；控制好中间用户的进户
阀门，达到所有用户室温均衡。

松北区物业供热办相关负责人表
示，为了彻底解决凯利U盘供热不达标
的现状，已要求凯利集团针对墙体不保
温问题，提出供暖期后的解决方案，对
进户管进行整改，加大管径，再增加一
路进户管道，待本供热期结束后，推进
协调凯利集团与捷能热力达成一致意
见，让凯利U盘公寓顺利并入集中供热
网。

“哈尔滨松北区凯利U盘公寓供热不达标”后续

物业物业发电发电暖暖风封窗户风封窗户
再不达标给居民退热费热费
供热期结束后整改管线 物业封窗户物业封窗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