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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科学成就离不开精神支撑。科学家
精神是科技工作者在长期科学实践中积
累的宝贵精神财富。”习近平总书记近日
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大
力弘扬科学家精神，连日来引发广大科学
家和科技工作者的共鸣。

大家表示，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胸怀祖国、服务人民，不计
名利、敢于创造，肩负起历史赋予的科技
创新重任。

“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了科
学家的爱国精神和创新精神。科学无国
界，科学家有祖国。”参加座谈会的中科院
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姚檀栋说，科研成果无论是用于国民经济
发展还是解决生命健康问题，都是面向国

家的需求。作为科学家，尤其是参与国家
重大科研项目时，我们要以国际前沿的水
平推动国家的发展。

在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建
有被称为“人造太阳”的全超导托卡马
克装置，近年来多次打破世界纪录，助
力我国积极参与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
计划。

（下转第四版）

胸怀祖国服务人民 淡泊名利敢于创造
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为

科技工作者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本报记者 李爱民 刘艳玲 米娜

“您止步，请问您是这儿的租户吗？”8
日 18 时，哈市道外区泰谷公寓大堂警民
便民服务点内，东莱街派出所民警崔柏松
起身叫住一位刚进入大堂的男士。崔柏
松一边询问男士信息，一边掏出手机进行
核实。

“百家熟”是东莱民警的看家本事，90
后民警崔柏松用自己的方法习得这一看
家本事，那就是“脚板+科技”。常住人口
早熟记于心，流动人口就靠上班时走访，
下班后蹲守，“看家本事不能丢，我们要用
行动守护好人民给予东莱的荣誉！”

荣誉，源自于肩上沉重的责任和始
终如一的担当。

东莱人是如何将“红色基因”代代相
传的？让我们一起聆听他们的故事……

“超儿啊，3 楼 5 号买理财被骗了，夫
妻俩闹离婚呢……”

8日，记者推开哈尔滨市公安局道外
分局东莱街派出所大门的那一瞬间，老
治保主任郑志华正在向东莱街派出所教
导员单超“汇报”工作！

85岁高龄，坚守 50余载，架起派出所
和群众间的“连心桥”，用郑志华的话说，
这份坚守缘于对党的感恩、对东莱的感
动。

“我从 30多岁就和东莱民警打交道，
这一晃都 50 多年了，民警换了一茬又一
茬，唯一没变的是东莱民警的为民之
心。东莱民警就一根筋儿，凡是为群众
服务的事，只要不违法不违纪，都是没日

没夜地帮忙想办法。他们真把社区当成
自己的家，把群众当作自家人……”这就
是郑志华口中的感动。

郑志华的这份感动，正是东莱民警用
使命担当诠释出对党绝对忠诚的直接表
现。

“忠诚是东莱的红色基因，奉献是东
莱的不变情怀！多年来，东莱街派出所紧
扣政治建警的总要求，确保了队伍绝对忠
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道外公安分局
东莱街派出所所长刘学钢说，半个多世纪
以来，东莱街派出所历任班子坚持听党
话、跟党走，把所史教育作为全体民警“必
修课”和新警从警“第一课”。每名新来的
民警都要在所领导和老民警带领下走进
荣誉室感受各级领导的亲切关怀，聆听老
所长、老治保主任讲述东莱传统和东莱故
事。

东莱街派出所 80 后民警占大多数。
为了强化思想教育、铸牢忠诚警魂，派出
所支部委员颇费了一番脑筋。他们围绕
发挥党员在党课教育中的主体作用，设
计了有趣味的授课方式和内容，教育形
式民警自己选，模糊认识民警自己辩，思
想扣子让民警自己解。日前，在派出所
的党建室内进行了一堂别具新意的“微
党课”，一名年轻的党员民警正结合拍摄
的微视频交流自己对党建工作的认识。
党员民警走上前台唱“主角”，上党课、讲
业务、谈体会，这些 80 后民警心悦诚服
接受教育，效果非常好。

今年大年初二，在未得到所里“召集
令”的情况下，李允喆、钟奇峰、王旭等 7

名外地民警纷纷向所里主动请战。李允
喆家在漠河，当时 3 趟开往哈尔滨的列
车仅剩 1 趟，为了尽快返哈，李允喆四处
托人买票。他们 7 人本可以与家人团
聚，好好过个年，但他们选择了回来，走
上了疫情阻击战第一线，24 小时守在冰
冷的警车里。“我们是东莱民警，荣誉感
和使命感时刻鞭策着我们要做得更好，
要担得起东莱人这个称呼。”李允喆说。

新中国成立前后，为了提高警惕和
防止“糖衣炮弹”的侵袭，东莱街派出所
旗帜鲜明地提出“拒腐蚀、永不沾”。从
那时起，东莱街派出所以打造公安清廉
形象为切入点，全面强化思想建设、作风
建设、能力建设，从七八十年代“拒吃一
顿饭、拒收一份礼物”，到九十年代“抓预
防、抓监督、抓反馈”，始终做到“后门不
开、私情不领、送礼不要、吃请不到”。如
今更是定下铁律，东莱民警不许在辖区
饭店吃饭、洗澡、唱KTV……

在东莱，红色是历史的底色，也是人
的本色，更是民警的成色。从 1946 年 8
月建所至今，东莱以党建为统领走出一条
传承红色基因、打牢党支部的特色党建道
路，确保了队伍的绝对忠诚，民警队伍实现
了56年零违纪、无涉黑涉恶等问题。先后
涌现出一级英模 1人、二级英模 2人、全国
优秀人民警察 24人，100余人获评各级先
进典型。

东莱街派出所，这座历久弥新的
“红色殿堂”已成为一代代东莱民警的
“精神补给站”，这团红色之火激励东
莱人奋斗奋进！

东莱街派出所红色基因代代传

永不褪色的“精神补给站”

□本报记者 曲静 付宇

“从三个片区的布局来看，哈尔滨、黑河、绥芬河三大片
区，将形成以哈尔滨为中心的仰角扇形的龙江深度开放‘金
三角’。”这是黑龙江自贸试验区刚刚获批时，黑龙江省社会
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所长笪志刚的判断。

去年8月，国家首次在沿边地区布局自由贸易试验区，
黑龙江位列其中。作为国家最北自贸试验区，启航一年来，
哈尔滨、黑河、绥芬河三大片区南联北拓联动“找北”，找出
沿边开放和对俄合作的新优势，“国家向北开放重要窗口”
越开越大。

既不是口岸，也不是港口，哈尔滨片区的对俄合作如何
升级？

“找北”，与口岸城市合作，向口岸延伸。日前，中国（黑
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哈尔滨片区管委会相关工作人员赴抚
远口岸，就合作建设中俄农业跨境产业链项目进行了实地调
研考察，并达成初步合作共识，探索实施“总部企业+口岸加
工园区+境外原料基地+国际物流通道”对俄合作新模式。

“找北”的灵感源自“南联”。
自贸一年间，深哈共建产业园，打破行政区划限制，跨

地区深度资源互补，探索“飞地经济’合作模式：自去年9月
1日开工建设以来，7天成立合资公司、36个工作日取得施
工许可证、63天综合展览中心封顶、101天完成科创总部一
期 I标段地下室正负零结构封顶，主体结构全部封顶提前
31天……创造出令人惊叹的深哈速度。

复制深哈合作经验，哈尔滨片区与抚远探索对俄合作
新模式，采取店、厂、商分离的运营模式，既享受到抚远互市
贸易及口岸加工优势，更将哈尔滨自贸片区的优惠政策、创
新制度和创新经验“带土移植”到抚远市。“通过引入‘飞地经
济’，串联边境口岸，共同组建对外加工贸易共同体，吸引更多
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总部落户片区，释放集聚带动效应，真正
将自贸区这块儿蛋糕做大做好。”哈尔滨片区管委会专职副
主任任海龙说。目前，“飞地经济”合作模式，自贸区哈尔滨片
区与黑河、绥芬河也正在洽谈中。

区域联动“找北”，“向北开放窗口”前置后移，越开越
大，打造对俄合作新高地。黑河片区同样在行动。

黑河与俄布拉戈维申斯克一江之隔，从对岸进口的食
品，像大众喜欢的提拉米苏蛋糕、巧克力等，在黑河当天到
货当天发走。

如此方便快捷，源于黑河建立的“多仓联动”数字化集
运新模式：黑河设立“边境仓”；境外俄布拉戈维申斯克市
搭建“一中心四海外仓”，提供海外货物的集输、仓储和配送
分拨支持；哈尔滨等中心城市设立中继仓。

除消费者外，企业是直接受益者。黑河丰泰公司拥有
1800家代理商，总经理吕炜介绍说，过去快递从黑河到哈尔
滨就需要两天，中继仓的设立大大节省了物流时间，在淘
宝、京东等电商平台搞活动时，我们可以把平时的销量爆品
放在中继仓内，这样可以当天从哈尔滨发货，不出3天到达
国内各目的地。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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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黑河、绥芬河三大片区南联北拓
联动“找北”，找出沿边开放和对俄合作的新
优势，“国家向北开放重要窗口”越开越大

设立全国首个中俄边民互市交易结算中
心，开通全国首个铁路互贸交易市场，在俄罗
斯设立离岸孵化基地、中俄科技成果转化基
地、境外法律服务及招商代表处……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广大医护
人员在危急时刻主动请战、逆行出
征。我省先后派出医疗队 8 批 1554
人，驰援湖北武汉、对口援助孝感。
在我省援鄂医疗队中，黑龙江省援鄂
指挥部前方指挥部临时党委率领医
疗队广大党员及医护人员，以实际行
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
献、大爱无疆”的职业精神，圆满完成
了医疗救治任务，医护人员无一例感
染，为打赢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
作出了突出贡献。

临时党委抵达湖北后，第一时间
指导各批次医疗队按规范建立临时
党组织，明确各项规章制度，并确定
专人负责党建工作。援鄂期间，我省
各批次医疗队共成立临时党组织 50
个，其中党委 2 个、党总支 8 个、党支
部 40 个，为防控救治工作提供了坚强
的组织保障。每周开展一次专题政
治学习、一次谈心谈话活动、一次入

党动员的“三个一”活动，重温入党誓
词、岗前宣誓，丰富的“主题党日+”内
容，充分发挥了各级党组织在防疫攻
坚战中的战斗堡垒作用，最大限度调
动了广大医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主
动性。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
院临时党支部通过“老党员一对二”

“青年党员一对一”的形式开展以谈
心谈话、心理疏导、解决难题为主要
内容的“党群手牵手心连心”活动，并
在各医疗队临时党支部全面推广。
前方指挥部临时党委书记、副书记带
头与指挥部党员谈心谈话，30 余次深
入各医疗队驻地和受援医院，现场解
决问题，提出建议。

援鄂期间，涌现出收治病人数量
最多、救治率最高的“最强外援医生”
王洪亮，妙手仁心、精心救治重症患
者的陈宏，善打“硬仗”的白衣天使王
磊等一大批共产党员先进典型。临
时党委通过典型的示范带动，坚定广

大医务人员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
决心和信心。在党员的示范带动下，
一大批优秀医护人员积极向党组织
靠拢，768 名同志在援鄂一线递交了
入党申请书，284 名同志光荣地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临时党委党员总数达
804 人。

在武汉市的医疗队共 6 批 1004
人，其中第一批医疗队是全国各省负
责床位最多的医疗队，较早提出个体
化治疗原则、被许多医疗队推广，救
治 33 名孕妇创造“零死亡”奇迹，接生
全国首例新冠病毒孕妇患者顺产孩
子，被称为重症火线“最强外援”医疗
队。第四医疗队在同一病房救治 98
岁老人和 79 岁女儿、46 岁外孙女的祖
孙三代高龄病患均治愈出院。在孝
感的医疗队共 2 批 550 人，累计管理
患者 1077 例，其中治愈出院 942 例、转
院 115 例，孝感三县（市）平均治愈率
由接管时的 13.6%提高到 95.3%。

让党旗飘扬在抗疫一线
记黑龙江省援鄂指挥部前方指挥部临时党委

8日上午,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
会对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先进集体，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
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了表彰。黑龙江省援鄂指挥部前方指挥部临时党委被
授予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黑龙江省援
鄂前方指挥部临时党委也获得了这样的评价——始终把维护人民群众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组织各医疗队集中精干力量，积极开展援助救
治工作，圆满完成了党和国家交给的抗疫任务。

□本报记者 蒋平

错 过 第 一 批 ？
别急！哈尔滨首轮
第二批政府消费券
即将发放

哈尔滨松花江
沿岸码头乱象调查

黑龙江这 10个
网红打卡地 现在不
去要再等一年！

●●●●●●●●●●●●●●●●●●●●●●●●●●●●●●● 联动“找北”

●●●●●●●●●●●●●●●●●●●●●●●●●●●●●●● 多项创新

今日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点

白云飘过大顶子山

追花逐蜜
半世纪酿蜂味

时尚饶河

本报多路记者再访冰城饭店发现浪费惊人

一场婚宴 饭菜半数被倒掉
详见第四版

哈尔滨市公安局道外
分局东莱街派出所是被国
务院命名的“人民满意的派
出所”。以全国公安系统一
级英雄模范、东莱街派出所
已故指导员尹燕珩同志为
代表的老一辈民警，为东莱
街派出所留下了“百家熟”

“拒腐蚀永不沾”“警民鱼水
情”三件传家宝。一代代东
莱人继承优良传统，忠诚履
职尽责，让东莱街派出所成
为“公安战线永不褪色的一
面红旗”。

时间更迭，东莱的传统
不变、宗旨不变、本色不
变。东莱街派出所作为开
展教育整顿的生动教材，他
们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优良
传统的好经验好做法，更需
要不断发扬光大。本报从
即日起，连续推出四篇报
道，全面介绍东莱街派出所
经验。

编
者
按

新华社哈尔滨9月13日电 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近
日在黑龙江实地督导秋粮生产工作。
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
策部署，毫不放松抓好秋收等秋季农业
生产工作，努力实现全年农业丰收目标
任务，为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

任务，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有力
支撑。

黑龙江是我国粮食生产第一大省。
胡春华先后来到哈尔滨市道里区、北大
荒农垦集团建三江分公司等地，实地察
看秋粮生产、黑土地保护等进展，深入
了解灾害天气影响和农业科技服务等
情况。

胡春华指出，秋粮占全年粮食总产
量的 7 成以上，必须坚持以钉钉子精神
抓紧抓好，确保秋粮全部丰收到手。要
全面落实抗灾夺丰收措施，因地制宜抓
好农业灾后生产恢复，最大限度降低台
风、旱涝对秋粮生产的影响。要做好秋
收各项准备，组织收获机具、仓储烘干设
备及时开展作业，确保颗粒归仓。要加

强气象为农服务，提早落实早霜、寒露风
等防范措施，确保适期收获。要扎实推
进保护性耕作，探索完善耕作制度和技
术模式，切实把东北黑土地保护好利用
好。要继续抓好生猪生产恢复，加强非
洲猪瘟防控，确保完成既定目标任务。

胡春华还赴佳木斯市同江市、抚远
市考察了边境经济合作情况。

胡春华在黑龙江实地督导秋粮生产工作时强调

毫不放松抓好秋季农业生产工作
努力实现全年农业丰收目标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