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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教育引导广大少先队员学
党史、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进一步做好新时代少先队工作，

“六一”前夕，哈尔滨新区江北一
体发展区多所小学举行“红领巾
心向党”主题新队员入队仪式。

5月31日上午，哈尔滨市永
胜路小学校的同学们聚集在队
旗下，少先队员代表为新队员佩
戴红领巾。

本报记者 薛婧李爱民 摄

新区多所小学举行
“六一”主题活动

本报讯（记者沈丽娟）日前，安天集团邀请中国工程
院院士秦裕琨，原国防大学研究员徐纬地，全国劳动模
范、省“三八红旗手”、党的十九大代表荀笑红，为安天全
体员工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特别党课。安天集团北京、
上海、武汉、成都、深圳等地研发中心和各地办事处员工
通过线上直播一起聆听党课。

他们分别从自身成长经历、科研创新历程、平凡岗位
无私奉献和对国内外形势研判等多个维度，展示共产党
员精神内核和思想境界，激励鼓舞着全体安天人，牢记习
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拼搏攻坚，用过硬的产品、服务和专
业技能，干事、创业、担当。

本报讯（记者沈丽娟）5月28日，区工信科技
局邀请黑龙江大学专家刘洋为党员干部作“新时代
新长征”党建沙盘模拟课程培训。刘洋讲长征历
程，青年画家沙画表演还原历史，这一创新的党课
培训模式为大家带来全新学习体验。

党员干部紧扣党史学习教育主题，通过情境课
堂、角色扮演、沙盘演练、寓技于戏等体验，感受“红
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豪情壮志，在新
长征路上激荡起催人奋进的磅礴力量。

本报讯（陈佳 文/摄）为持续
推动常态化环境治理，践行“我为
群众办实事”，哈尔滨水投集团所
属阿勒锦公司全体职工从5月24
日起在阿勒锦岛国家湿地公园开
展为期5天的“美化家园、环境治
理”专项行动，以饱满的热情、十
足的干劲献礼建党100周年。

维护生态安全，筑牢生态屏
障。在专项治理行动中，公司职
工展现了不怕脏、不怕累、不怕苦
的精神风貌，完成了阿勒锦岛国
家湿地公园北侧驿站广场至办公
区长约 4公里沿江岸线的捕鱼

“绝户网”及周边垃圾杂物的清理
工作。

本报讯（记者沈丽娟）哈尔滨新
区太阳岛街道办事处把解决群众“急
难愁盼”问题作为党史学习教育落脚
点，学思践悟。5月28日，他们与哈

尔滨商业大学党建联合体在怡园社
区开展学党史、办实事“关爱老年智
能手机应用”科普行动。

在现场，志愿者耐心地为长者讲

解智能手机应用功能，手把手教他们
智能手机各项应用的使用方法，同时
为符合接种新冠疫苗条件的长者讲
解预约流程。

科普进社区 关爱老年人
太阳岛街道学党史、办实事

“安装路灯，不仅照亮了我们出
行的路，更温暖了我们的心。”

每当傍晚路灯亮起时，哈高新区
江南园区内一些企业员工这样说。

近日，江南园区在企业走访排查
中发现，园区内昆仑路段因偏僻和维
护力量不足，导致部分路灯不亮，夜
晚来临时某些区域一片漆黑，对企业

的生产运营和员工夜间出行造成不
便。

照亮企业前行路，惠及员工暖人
心。江南园区以“用心学党史，为企
办实事”主题教育为契机，解决企业
难题，极大地改善了道路周边企业夜
间出行条件，为园区争取这一片温暖
的光明。

红领巾心向党

为 办实事

安天人聆听一堂特别党课 情景沙盘 再现长征
区工信局这堂党课走新又走心

美化家园我先行
水投集团阿勒锦公司开展环境治理专项行动

专项治理进行中专项治理进行中。。

画好同心圆，建功新时代。政协
委员肩负着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
政议政的重要职责，为了让协商议政
更加有质有效、落地有声，松北区政
协与《哈尔滨新区报》共同开设《委员
直通车》专栏。这里，将是履职尽责、
建言资政、展示风采的舞台，也是倾
听民声、汇聚民情的平台。

编者

李文委员：

让科技成果
落地生金

维修路灯
照亮园区
江南园区为企业解难题

本报记者 沈丽娟

哈尔滨新区作为国家双创示范
基地、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
集聚了377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构
建了全链条科技成果转化和孵化体
系。松北区政协委员、哈尔滨商业大
学教授李文建议，汇聚产学研创新资
源力量，助力哈尔滨新区经济高质量
发展，应加强政府顶层设计和宏观引
导，制定新区产学研长期发展规划、
指导意见、具体实施方案，通过政策
支持等手段来组织、协调、推动科技
创新的发展。还应完善公共服务平
台，政府通过线上资源对接，为产学
研各方提供真实有效的技术供需信
息，促进科研成果产业化。

李文提出，哈尔滨商业大学在食
品科学、药学等领域有很多科技成果
急需转化。其中药学院面向企业需
求，可以提供中药、化学药物、生物药
物等新药的研究开发，以及保健食
品、功能食品等产品的开发。食品学
院围绕黑龙江省粮食等大宗农产食
物资源 ，就谷物化学与粮油食品加
工、农产品化学与综合利用 、食品化
学与食品安全 、生物催化与生物转
化 、应用微生物与发酵工程及食品
环境等领域的关键技术开展了大量
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提
高哈尔滨商业大学科技成果本土转
化率，是将本土科技优势转化为产业
优势的关键，建议新区给哈尔滨商业
大学优势学科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
让优势学科发挥作用。

李文建议，要激发科技创新原动
力，促进高校、科研院所的科研机制
创新,提升科技创新服务能力。要做
好风险共担、利益分配等微观制度安
排，尤其解决好政产学研深度融合中
的资金问题，推进科技、金融资源高
效对接,加快构建多元化、多层次、多
渠道的科技投融资体系。

2021·6·4 星期五 责任编辑 晁元元 执行编辑 胡百玲 美编 赵博
03 哈尔滨 报要 闻

harbxqb123@163.com

文/摄 本报记者 薛婧 李爱民
在每天水流量达10万吨的坑塘

中，仅靠一艘挖泥船和直径25厘米
的管道，以及铺设在岸边的几个大
袋子，就能在短短50天的时间里，清
淤10879立方米。

作为我省首例采用国内最先进
的环保型绞吸清淤技术，哈尔滨新
区江北一体发展区利民地区污水坑
塘清淤工程正在进行中。

1日，小雨淅淅沥沥地下着，机
器的嗡鸣声伴随着潺潺流水声，一
群身着绿色马夹的“清淤师”在利民
地区污水处理厂坑塘边忙碌着。坑
塘里一艘挖泥船缓慢移动，身后拖
着长长的尾巴——浮管。据悉，该
项目清淤面积为8908.5平方米，清
淤量达到10879立方米。自5月11
日开工至今，已完成十分之一清淤
面积，预计整个项目6月30日完工。

“利民污水处理厂东侧坑塘经
过长期运行使用，渠底淤积了大量
底泥。新区践行绿色生态发展理
念，引进了国内这一先进技术进行
清淤。”哈尔滨新区生态环境和水务
局局长徐鹏明说，传统清淤只适用
于没有流水的情况下，而且需要破
坏堤岸，铺设便道，完工后还要拆除
便道进行复原，这不仅费时费力，还
会破坏周边环境。而环保型绞吸挖
泥船可以在流水中作业，且疏挖精
度高、环保性能好、无底泥泄漏风
险，能有效降低施工过程中的二次
污染。

在坑塘边，中交天航（大连）浚
航工程有限公司工程师杨旺旺指着
坑塘中的大船说：“你看，那艘船就

是我们的环保型绞吸挖泥船，上面
看着风平浪静吧，水下可是暗流涌
动。”

看着记者疑惑的眼神，杨旺旺
解释道，挖泥船船头配有一个大绞
刀，它奋力搅拌，让底泥和坑塘里的
水充分搅拌成泥浆，泥浆输送至岸
边脱水场中的土工管袋中减容储
存。同时，环保型绞吸挖泥船配备
了定位系统，可以精准定位、精准施
工。

在坑塘边占地4000多平方米
的土工管袋脱水场上，整齐摆放着7
个貌似水泥袋的硕大土工管袋，袋
子中不断往外渗水。一名工程人员
拿着一根长棍敲打袋子，只见袋子
中溢出的水流明显快了起来。流出
的水顺着一个小水渠，又回流到污
水坑塘中，这时的水已经被活脱脱

“洗白”了！
这个貌似水泥袋的土工管袋可

不一般，它长30米、宽17米、高2.5

米，具有高强、高韧、耐暴晒防老化
的功能，在重力、管袋填充压力和堆
叠挤压力的共同作用下可不断向外
排水，实现底泥脱水减容的目标。
同时，它还有一个了不起的特性，外
界雨水等都无法灌入或渗入土工管
袋中。据悉，整个工程大约需要十
几个这样的袋子，待水全部回流后，
脱水后的淤泥可再利用。

现场工作人员拿来两个量杯当
场实验，一个量杯中盛放的是多孔
生物聚合剂，一个量杯是泥浆，将多
孔生物聚合剂按比例调配至泥浆
中，再用搅拌棒进行充分搅拌，不到
两分钟，记者看到黑黑的底泥沉入
量杯底，清水置于底泥之上。杨旺
旺告诉记者，通过多孔生物聚合剂
的团聚作用以及土工管袋的沉淀作
用，坑塘中原水的悬浮物指标会由
原水的150毫克/升降低到60毫克/
升，在清淤的同时，完成水的净化处
理。

本报讯（记者沈丽娟）5月 31
日，在省体育局水上运动中心码头，
由哈市消防救援支队、市公安局航运
分局、松北区应急管理局、松北区消
防救援大队、“冰蓝”水上救援队联合
主办了松北区水上应急救援演练暨

“冰蓝”水上救援队夏季执勤联动演
练。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甄长瑜出
席了此次演练行动。

在演练现场，松北区消防救援大
队水域指战员及救援舟艇接到哈尔
滨市119指挥中心调派指令，迅速启
动应急联动预案，智联119调派平台
与“冰蓝”水上救援队、航运分局、120
救护中心统一实施联动，全体参演队
伍闻令即动、组织严整、快速响应，充
分体现了各级救援队伍过硬素质，有
效提升了应急救援实战能力和水平。

本报讯（记者付宇 李爱民）中国
（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获批以来，经
过一年多的创新实践，哈尔滨、黑河、绥
芬河三个片区和中省直各部门生成了
新一批具有龙江特色的制度创新成果。
日前，省自贸办筛选出第二批20项省级

创新实践案例，其中哈尔滨片区7项。
自贸区哈尔滨片区入围的7项案

例包括：政府职能转变领域，“以照为
主、承诺代证”改革新模式；市场主体住
所（经营场所）地址登记申报承诺制；产
业用地弹性出让指导意见；进一步完善

市场主体退出机制；金融开放创新领
域，包括“跨境多式联运+供应链平台”
创新模式，助推普惠金融落地；产业培
育领域，创意与知识产权收储育成新机
制；综合创新领域，包括中小学教师“区
管校聘”改革。

本报讯（记者刘艳）记者从哈尔滨太阳岛集
团获悉，目前，《哈尔滨太阳岛集团有限公司“十
四五”发展战略与规划》(简称《规划》)已通过专家
评审及董事会审议，并报哈市国资委备案。

《规划》提出，要积极引入战略投资者，围绕冰
雪主题，充分贯彻“两园一景”发展理念，在全力做
好冰雪旅游的基础上，以冰雪品牌、冰雪建筑、冰

雪艺术、冰雪文化为方向，附加其他相关经营业
态，形成多种产业互为补充，互为促进的复合化、
生态化经营模式，将“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中国哈
尔滨雪雕艺术博览会”打造成为国内领先、国际一
流的冰雪文化旅游品牌，将太阳岛风景区和船厂
地区打造成为特色文化与综合业态互为补充、观
光休闲与生态保护和谐发展的国际知名旅游度假
区，最终让包括太阳岛东、中、西三区及船厂地区
在内的“大太阳岛”成为冬天赏冰乐雪、夏天避暑
休闲的国际知名旅游目的地和本埠的“不夜岛”。

《规划》将该集团“十四五”期间发展分为两个
阶段。第一阶段：2021年-2022年，持续进行基
础设施建设投入，筑牢发展基础，培育新业务增长
点，实现稳定增长；第二阶段：2023年-2025年，
在完成重点工程项目建设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两
园一景”的发展模式，“冰雪大世界”与“雪博会”实
现良性互动，新业务基本建立可持续发展模式，集
团整体业绩实现快速增长。

本报讯（徐春雨）松北区垃圾分
类工作培训推进部署会议5月28日
召开，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马明仁
出席会议并讲话，全区各街镇主要负
责人、分管干部及相关人员参加了会
议。

会议要求：一要提高认识，坚决
贯彻国家部委的有关部署要求，全力
推进松北区垃圾分类工作；二要加强
领导，落实层级责任，对照全市工作
方案，因地制宜多举措做好垃圾分类
工作；三要坚持创新，先易后难，发挥
党建引领和小手拉大手等示范作用，
推动源头分类和居民参与率的提
升。今年垃圾分类工作重点要在体
系规范建设、源头分类、宣传发动、完
善箱房选址、加大执法处罚力度保障
等方面落实落靠、见实效。

黑龙江自贸试验区第二批创新案例发布

哈尔滨片区哈尔滨片区77项入围项入围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四季冰雪项目效果图。

闻令即动 快速响应

松北区举行
水上应急救援演练

松北区水上应急演练现场。

本报记者 蒋国红 摄

垃圾分类工作培训
推进部署会议召开

省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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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中的环保型绞吸挖泥船作业中的环保型绞吸挖泥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