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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士友
本报记者 潘宏宇 邵晶岩

初夏，密山市各企业开足马力
加速生产，热浪扑面。省百大项
目、益海嘉里密山粮油有限公司二
期项目及密山市30兆瓦生物质热
电联产项目，开春即开工，引领着
密山市企业第一时间复工复产，以
最短的时间，以最大的功率，把疫
情带来的损失抢回来。

益海嘉里密山粮油工业园区
里，自 2月 16日复工复产至今，生
产大米 37212吨，比去年同期多生
产4971吨，生产米糠油6960吨，比
去年同期多生产 1441吨，出现大
米生产与米糠油生产双增长。黑
龙江银峰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呈现
了产销两旺。开复工至今，生产乳
化炸药 3832 吨，销售收入实现
1532万元，工厂向全年生产 1.7万
吨乳化炸药的指标迈进。黑龙江

金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刺
五加注射液、双黄连口服液、桂龙
益肾通络口服液、仙茸壮阳口服液
等产品热销全国十多个省市。

密山市一边给疫情“上锁”，一
边为企业开复工“解锁”。密山市
发改、工信、卫生防疫等部门进驻
企业，参与企业疫情防控，为企业
把住防疫大门，当好守门员；参与
企业开复工前期准备，当好信息
员。密山市出台多项有力措施，为
企业按下复工生产“加速键”。出
台《关于支持中小微企业应对疫情
影响平稳健康发展若干政策措施
的通告》，房租减免政策、信贷支持
政策、减税相关政策、金融支持政
策、就业保障政策、运营要素保障
政策等“黄金十条”应声落地，复工
复产现场办公会，网上开；企业复
工复产的难事，网上办；解决企业
防疫物资紧缺，企业外地工人返岗

“点对点”。

密山

企业开启加速生产模式

本报讯（于涛 武智 记者邵
晶岩 潘宏宇）初夏时节，在鸡东
县平房林场一处2000余亩的岗坡
地上，十几台大马力拖拉机正在
紧张有序地进行紫苏播种。鸡东
县紧盯市场需求，利用地域优势
调整种植结构，引进龙头企业延
长产业链条，形成企业+基地+农
户的产业发展模式，助力贫困群
众增收，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目
前，紫苏种植面积达 5万亩，建成
及在建紫苏精制油、紫苏肽等7条
生产线。

近年来，紫苏产业给鸡东农
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今年
受疫情影响就得在家找活干，正
赶上黑龙江八福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招聘拖拉机手，便前来应聘，现
在一个月能开 3700元，年底还有
分红。”平房林场贫困职工许志民

提起这事喜上眉梢。平阳镇金城
村的朱艳坤四年前成功应聘，现
已成为公司技术主管，月薪达
4000多元，公司还为其交纳五险。

为进一步发展紫苏产业，鸡
东县还积极支持黑龙江珍爱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建设紫苏油精深加
工项目，延长紫苏产业链。紫苏
油精深加工项目预计总投资 5亿
元，计划建成年加工能力 3000吨
紫苏籽冷榨生产线、年加工 1500
吨精制油生产线、年产500吨紫苏
蛋白生产线、年产250吨紫苏肽生
产线、MCT大豆油生产线、益生元
产品生产线、植物基人造肉生产
线。该项目启动以来，已完成紫
苏籽油榨和精炼生产线建设并投
入使用。今年企业还将投资 5000
万元，建设紫苏蛋白益生元生产
线。

鸡东

种下紫苏5万亩
带出加工7条链

本报讯（记者米娜）4日，大庆
市公安局与大庆市工商联创建“个
体工商户反电诈联盟”，为全市民
企和个体工商户防范电信网络诈
骗架设一道“防火墙”。

此次联盟活动开展之后，大庆
市公安局与大庆市工商业联合会
将及时向民营企业和商户推送最
新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手段和方

法，通过短视频、文字信息等方式，
深入剖析典型案例，提升防范电信
网络诈骗的自觉性。如果遇到疑
似电信诈骗难题无法分辨，或者被
侵害后不知所措，联盟内有公安机
关、工商联的专业人员为其答疑解
惑。大庆市公安局咨询电话：
0459-6066550；大庆市工商业联
合会咨询电话：0459-6398699。

大庆

建立“个体工商户
反电诈联盟”

本报8日讯（记者闫紫谦）为应对
疫情影响，进一步释放家庭消费潜力，
促进贫困户稳定增收，激发市场主体
活力，8 日，省妇联等六部门联合召开

“家庭网购节”新闻通报会，详细介绍
我省“家庭网购节”基本情况。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省妇联、省商
务厅、省工信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扶
贫办、省总工会联合举办，由省女创业

者协会、哈尔滨易淘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承办，各市地妇联、商务局等有关单
位协办。活动拟定于 6 月 18 日至 7 月
18 日期间，以“网购美好生活·助力经
济复苏”为主题持续开展一个月的网
上购销活动。

此次活动将充分展示、推介、销售
我省农产品及精深加工产品、文化产
品、特色家居生活用品等地方名优特新

产品。活动采取厂家让利直销的方式
进行，电商平台不提取利润分成，还将
开展低价拼团、直播送红包、限时秒杀
活动，最大限度让利消费者。活动将设
立扶贫专区，对贫困地区的土特产品进
行集中展示、销售，吸引社会力量参与
脱贫攻坚，促进贫困户稳定增收。

参与活动的企业将获得免费入驻、
免费装修、免费设计、免费上架、免费

推广、免收佣金等多项政策支持，企业
只负责订单处理、物流发货和售后服
务。目前,“家庭网购节”已征集近 500
家企业、千余种产品。活动期间，全省
100 名妇联干部将为当地名优特新产
品代言，通过“百名妇联干部直播带
货”的形式，助力本地企业发展，带动
创业就业，发展健康的网红经济，推动
诚信经营。

百名妇联干部直播带货 入驻企业享多项利好政策

我省“家庭网购节”即将启幕

本报讯（记者张桂英）日前，由省农
业农村厅和省广播电视台、抖音官方平
台共同举办的“龙江有好货，厅长来直
播”大型助农直播带货活动在哈尔滨举
办，9大类 50多款超高人气的黑龙江优
质农特产品现场销售，达成总成交金额

304万元。
直播期间，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孔

宪臣、二级巡视员顾毅来到现场，与广
大观众亲切对话，推介黑龙江优良环
境、优质产品；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
江、佳木斯、黑河五市领导通过现场直

播及连麦的形式为广大消费者普及黑
龙江农业知识、为家乡优质农产品站
台。活动邀请马苏、高进、王为念、刘和
刚、大兵等十余位流量明星通过抖音短
视频话题打卡+直播连麦助力的形式，
为各自家乡“呐喊助威”，为广大消费者

推荐家乡的优质农产品。截至目前，由
省农业农村厅牵头举办的直播活动共 9
场，累计销售农产品金额 615万元；全省
6个市的 7位市领导、51个县（市、区）的
56位县（市、区）长亲自站台，为本地农
产品代言卖货。

助农直播带货活动升级

龙江有好货 厅长来直播

8 日上午，游客在哈尔滨市索菲亚
艺术广场智能售货柜前购买纪念币。
据了解哈尔滨市的商场、医院、广场、社
区等地都设有 24 小时营业的智能售货
柜，方便市民和游客购买果蔬、食品、旅
游纪念品等。

本报记者 邱成摄

智能售货柜
方便游客购物

本报8日讯（记者薛婧 李爱民 陈
贺）8日上午，哈尔滨·浪潮大数据产业园
项目开工暨北大荒浪潮信息有限公司揭
牌仪式，在哈尔滨新区江北一体发展区
举行。

据了解，哈尔滨·浪潮大数据产业园
是哈尔滨与浪潮集团战略合作的重要里
程碑，是哈市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落地
的重点项目之一。产业园计划投资 10亿
元，规划面积 6万平方米，主要承载浪潮

集团东北区域总部、黑龙江云中心、大数
据中心、区块链创新研发中心、智慧城市
运营中心、创客中心等。

根据规划，浪潮将依托该产业园广
聚一流科研人才，建设云计算大数据研
发基地、新兴业务产业基地，组建新型产
业技术研究机构，打造国家科技企业孵
化器，持续推动哈尔滨信息技术产业和
数字经济发展，助力黑龙江老工业基地
战略转型。哈尔滨新区将为浪潮大数据

产业园区的发展营造最佳环境，高质量、
高标准、高效率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加快
推进以大数据、云计算、智慧城市、人工
智能为核心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
展，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强引擎、注入
新动能、树立高标杆，力争把哈尔滨打造
成为全国一流的“智造强市”和“智算名
城”。

北大荒浪潮信息有限公司作为第一
家申请入园企业，将借助在资源、技术、

管理等方面的综合优势，在智慧企业建
设、智慧粮食建设、数字农业服务建设、
企业云建设、农业大数据、大宗农产品交
易服务平台建设、全产业链追溯、农业全
产业链信息化集成示范应用基地建设及
人才培养等领域开展战略合作。迅速推
进北大荒集团在农业信息化领域的建设
和发展，将信息化建设经验成果推广至
全国，助力北大荒集团成为农业信息化
转型的国家队和排头兵。

投资10亿元大项目落户哈尔滨新区
哈尔滨·浪潮大数据产业园项目开工

（上接第一版）执法人员由哈尔滨市下
沉执法人员、原区执法局人员和区直涉
改部门人员 3部分组成，共有 400余人。

据介绍，哈尔滨新区综合行政执法
总队下设“东西南北中”5个片区执法大
队和一个直属执法大队。行业部门与
执法部门分工明确，执法总队战区间责
任明晰。行业部门负责本行业监管，负
责牵头组织开展巡查、检查等日常监管
工作，由执法大队配合；负责将行业监
管发现的违法问题即时移交处理，将投

诉、举报或其它来源的问题、线索移交
总队。片区大队主要负责市场监管、农
林水务类的执法工作；负责城市管理类
的日常巡查发现及执法工作；负责处理
总队、街镇移交的问题、线索。各街镇
负责将投诉、举报或其它来源的问题、
线索移交辖区中队，根据需要调度辖区
中队开展城市管理类的日常巡查管理
工作。建立行业部门、街镇、执法队伍
之间的协调联动机制。

在岗位设置上，新区打破了执法资

格、从业经历等限制，赋予执法人员全领
域执法资格。由一名执法人员只承担一
个领域执法的“单一型”岗位管理方式，
调整为一名执法人员承担多个领域执
法、辅助其它领域执法的“复合型”岗位
管理方式，实行“一人多岗、一岗多责”。

为确保执法程序严格规范，做到公
正文明执法，执法总队还设置了 13个案
件审理委员会，委员会的主任均由各大
队人员兼任，并聘请专业律师驻队，对涉
及价格违规、食品安全、私建乱建等专业

案件时，严格把关、梳理、裁量和定性。
此次，哈尔滨新区综合行政执法总

队的组建，实现了由“管罚合一”向“管
执分离”转变、由“分散执法”向“综合执
法”转变、由“传统执法”向“智慧执法”
转变、由“执法强制”向“执法服务”转
变，探索构建了放权赋能、联动融合、运
转有序、集约高效的社会治理体系，创
下整合力度最大、涵盖范围最广、队伍
规模最大、执法方式最新等多个全国之
最。

哈尔滨新区综合行政执法总队成立

本报8日讯（袁长焕 记者黄春
英）省气象台 8日 17时预报，8日，我
省自西南迎来一次高温天气。截至
8日 16时，齐齐哈尔中南部、绥化大
部、大庆、哈尔滨、牡丹江南部 34个
市（县）最高气温超过 30℃，其中 20
个市（县）超过 32℃ ，达到高温天
气。齐齐哈尔市泰来县达到 36℃为
全省之最。未来三天全省大部地区
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中雨或大
雨，气温略有下降。

由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与大
陆高压合并，副热带高压北跳造成此
次高温天气。预计 8日夜间至 11日
白天全省大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其中8日夜间到9日白天：大兴安岭、
黑河北部、齐齐哈尔北部、伊春北部、
鹤岗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它地区
晴有时多云；9日夜间到 10日白天：
齐齐哈尔南部、绥化、大庆、哈尔滨西
部阴有中雨，局地大雨，齐齐哈尔北
部、伊春南部、哈尔滨东部、佳木斯、

鸡西、牡丹江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
其它地区晴转多云；10日夜间到 11
日白天：齐齐哈尔南部、绥化、大庆、
哈尔滨东部、伊春南部、鹤岗、佳木
斯、双鸭山阴有中雨，局地大雨，大兴
安岭、黑河多云，其它地区多云有阵
雨或雷阵雨。

另外，黑河、伊春、齐齐哈尔北
部、绥化、大庆、哈尔滨西部仍处于大
风蓝色预警信号中。8日夜间西部
地区可能有雷暴、短时强降水、冰雹
等强对流天气；9日东部地区最高气
温将达到30℃以上，需注意预防。

气温方面，8日夜间最低气温：
大兴安岭北部 6℃~8℃，大兴安岭南
部 10℃~12℃，黑河、齐齐哈尔、伊春
北部、鹤岗、佳木斯东部 16℃~18℃，
其它地区 19℃ ~21℃；9日白天最高
气温：大兴安岭 21℃ ~23℃ ，黑河
25℃~27℃，大庆、绥化南部、双鸭山、
七台河、鸡西、牡丹江 29℃~31℃，其
它地区27℃~29℃。

我省迎来高温天气

本报讯（宝金伟 记者刘大泳）
日前，大兴安岭图强公安局森保大
队民警在林区巡护、清理非法狩猎
工具过程中，在潮河森林资源管护
区九支线内发现一处野生“飞龙”巢
穴，巢穴内有野生“飞龙”1只，鸟蛋9
枚。森保大队立即对该巢穴进行
GPS定位，定期观察，防止被破坏。

经与潮河森林资源管护区沟
通，公安机关与森林资源管护区建
立了协作机制，共同做好辖区内野
生动物保护工作，切实保护林区野
生动物资源、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
态平衡。下一步，公安森保人员将
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基础上，结
合森林防火工作继续加大对野生

动物保护重点区域的巡护力度，守
护好这些山中“精灵”。

找到GPS定位的“飞龙”巢穴。
宝金伟 本报记者 刘大泳摄

大兴安岭

发现野生“飞龙”巢穴

□本报记者 韩波 马智博

曾诞生我国第一家电影院、位于中
央大街与西十三道街交口处的老建筑，
将复原红砖楼体原貌；中央大街 58号、原
米尼阿久尔餐厅建筑，将修旧如旧再现
厚重历史感；紧邻花旗银行原址、位于西
十二道街的俄金融贸易中心建筑，将露
出 50年未见“真容”，展现历史建筑的欧
陆风情……今年 3月 25日提前开复工的
省百大项目——中央大街商务区改造提
升项目，近日将完成第一阶段改造任务，
包括 15栋保护建筑在内的 20栋主街建
筑，以及西十二道街等部分辅街的 19栋
建筑，将焕然一新、修旧如旧，呈现历史
原貌。

近日，记者来到中央大街，从南门向
北一路前行，看到百年老街上，许多建筑
都包裹了细密的防护网，网内各项改造提
升工程正在紧锣密鼓施工中。“中央大街
商务区改造提升项目力求让历史建筑重
现昔日风采，为此，道里区聘请建筑、旅
游、商业、历史等方面的专家组成顾问团，

对每一栋老建筑历史原貌进行深入挖掘，
‘一栋一策’制定修缮方案。”中央大街步
行街区管理处党工委副书记花忠告诉记
者，通过查阅大量历史资料、书籍和我国
第二次文物普查资料，结合专家意见，中
央大街每栋历史建筑通过勘察，找到了最
接近建筑原貌的颜色。工程启动前，中央
大街管理处组织文保专家举行了街区文
物保护建筑外立面粉刷工程方案专家评
审会，对粉刷颜色等进行评定，确保定色
精准。

在中央大街 58号原米尼阿久尔餐厅
建筑前，记者看到，建筑原有涂料已去除，
露出灰白色的墙体。“这是建筑原有的颜
色，本次改造我们要全力恢复建筑本色。”
花忠指着墙角裸露出的底色告诉记者。

中央大街与西十三道街交口处，防护
网透视出欧式建筑红砖外墙的古朴典雅
气息。“我国第一家电影院就诞生在这里，
恢复红色砖墙原貌，搭配与建筑原貌风格
相宜的商家牌匾，置身其中的市民游客，
将体验到百年前的历史瞬间。”花忠介绍
说，本轮改造提升工程的另一重点内容，

是楼体牌匾风格的重新设计，要求每一个
商户的牌匾要与建筑物风格相吻合，与欧
陆风情街的打造相协调，一店一匾，给市
民游客视觉上的享受。

中央大街辅街的西十二道街，改造工
程正在紧张进行。记者看到，跨街广告牌
匾等违建已拆除，街面商铺私接门脸全部
拆除，街面南侧人行道因此拓宽了一米半
左右，建筑楼体露出了原貌。“这是俄金融
贸易中心原址，紧邻花旗银行，但被商家
私接门脸、广告牌匾、灯箱等包裹，50多年
来终于‘重见天日’。”负责本次改造提升
项目的中央大街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总工
程师李志刚指着建筑露出的破损外墙、罗
马柱，向记者介绍说，改造工程不仅要对
建筑外墙进行修缮、粉刷，还寻找了一批
老木匠，购置了一批老木料，统一制作原

汁原味的木制门窗，还原保护建筑的历史
风采。同时，中央大街及辅街的人行步道
板、雨水井盖、果皮箱以及每栋建筑上的
水漏等，都将进行统一设计、改造，融入欧
陆风情元素。

花忠告诉记者，中央大街商务区改造
提升项目开复工之初，共拆除违建一万余
平方米，端街、花圃街接口等处喷泉已修
缮投用，为百年老街融入了灵动元素。

据了解，本次改造提升工程是1997年
以来，中央大街进行的最大规模的一次改
造。内容包括楼体外立面粉刷和修缮改
造、主街和辅街牌匾升级、增添休闲服务
设施、完善标识导示系统，并将对绿化、亮
化全面升级。其中，第一阶段改造将于 6
月15日完工；第二阶段改造将在9月30日
前完工。

中央大街商务区改造提升项目第一阶段工程将完成

主辅街39栋建筑修旧如旧呈现历史原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