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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摄 本报记者 韩丽平

春节期间，在哈尔滨鹏程药用包装新
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材料数字化车
间里，上百台套的印刷、制袋等设备正一
刻不停运转着，工人们也在现场紧张有序
忙碌着。

春节前，国内多地疫情散发，上游的
药厂、防疫物资生产厂家及食品生产厂家
产能增加，鹏程药包公司的订单一直排到
了今年 4月份，其计划单月产能较去年提
升一倍，达到建厂产能历史峰值。为了赶
工，春节期间，该公司所有生产线满产不
停工。

张林英是鹏程药包公司研发部长，她
每天都有半天的时间泡在车间，观察设备
运转变化，寻找进一步提升产能的办法。

“原本今年过年我们计划回安徽宿州老家
探望父母，但是出行安全风险较大，加之
工作需要，我便和爱人商量选择留在哈尔
滨，在工作岗位上过年。”张林英的想法
不仅得到了爱人的支持，也得到了父母的
理解。

在鹏程药包公司，像张林英这样的非
哈籍员工共有110多人，占到全厂员工近4
成。为响应国家省市各级政府号召，也是
为保证药品包材不停产，员工们选择坚守
岗位，春节期间全厂无休息日，保持满产，
为疫情防控提供药品、食品及防疫物资的
包装材料。

据张林英介绍，目前鹏程药包新材料
数字化车间的一线人员实行三班倒，保持
24小时生产。“这是一个别样的春节，留在
哈尔滨过年是助力疫情防控，全厂满产更
体现了鹏程药包助力全社会打赢这场防
疫战的决心，我们干劲特别足。”张林英
坚定地说。

鹏程药用包装：

产能升一倍
满产三班倒

□文/摄 本报记者 李爱民

“嗞嗞”……“嗞”……烟雾环绕中，车
间内焊条和工件碰撞、火花四溅，似礼花般
绚烂夺目。2月14日，大年初三，提前于初
二返岗加班的哈电集团哈尔滨电机厂有限
责任公司冷作分厂的工人用手中焊枪“点
燃”别样“礼花”。

冷作分厂仅是哈电集团哈尔滨电机厂
有限责任公司提前返岗的一个缩影，其他
生产分厂及大电机研究所的技术人员从大
年初二开始陆续复工。

走进冷作分厂，焊花闪烁，生产车间
呈现一片繁忙景象。“去年，冷作分厂已进
入满负荷运转。今年生产任务更是异常
紧张，初二我们就开始生产了。目前，正
在加班生产福建罗源湾 1000MW火电项
目机座。”冷作分厂党委副书记王世滨告
诉记者，福建罗源湾 1000MW火电项目是
哈电电机重点关注项目，生产周期异常紧
张，冷作分厂作为先行单位，为了保证生
产周期和产品质量，领导及党员同志都放
弃了与家人团聚的机会，大年初二开始工
作，每天保证至少 16名一线焊工优质高
效地投入焊接工作中。初三开始，根据工
作需要，各工序工人陆续返岗。

与此同时，汽发分厂、大电机研究所等
单位员工也各自忙碌着。

“你看看，这个数值怎么样儿？”“嗯！
挺好的，我们再加把劲儿，精益求精做到
最好！”这是大电机研究所 3名技术人员
在大电机研究所水力试验台做贯流装置
调试时的对话。记者看到，在大电机研究
所里，科技人员三三俩俩一伙儿，同步进
行着抽水蓄能、混流和贯流多个项目试
验。

春节假期，哈电电机各生产分厂开足
马力保生产，有效缓解节后生产压力，为实
现一季度开门红奠定基础。

□文/摄 李婧懿 吴士强 本报记者 韩丽平

一炉炉火红的铝水凝结成银白的铸块，一块块
光洁的铝合金厚板通过设备辊道……新春再迎新发
展，东北轻合金有限责任公司春节期间每个生产单
位的关键机台，都有员工值守忙碌着。

“过年围着炉台转是我们熔铸人的老传统。”东
轻熔铸厂高精新线“90后”员工王立威说，他在这个
岗位工作已有三年，现在正带领几位更年轻的同事
一起，按照高端合金全流程跟踪质量体系要求，记录
着铝锭铸造的关键步骤，并通过微信平台随时向技
术质量人员通报操作流程。

“越是逢年过节就越要认真，熔铸是‘龙头’，关
系到下游全套工序的产品质量。当下公司正持续深
化结构调整，国家重点材料、高端合金的投产比例和
整体产量都在不断扩大，我们必须有更精准的管控、
更谨慎的态度、更积极的干劲，把好精品制造第一
关。”王立威说。

同样，瞄准战略保障产品和竞争优势产品增量
保供的东轻中厚板厂，即便在大年夜里，热处理工区
辊底炉和时效炉前各工序也都未停工，开足马力，为
初一白班即将开篇的繁忙生产充分抢出时间、打出
余量。中厚板厂拉伸机作为高附加值铝合金板材生
产的窄口设备，除夕更是彻夜轰鸣。

“目前通过的板材将在未来应用于航空航天领
域，是公司具有代表性的高端硬合金产品。春节期
间我们拉伸工序正常投产，四班三运转，预计至少能
抢出150余吨产量，继元月生产开门红之后，再迎一
个‘新春开门红’。”中厚板厂拉伸机丙班操作手李明
明介绍道。

在东轻特材公司，从正月初一8时开始，随着机
械悠然长鸣，2500吨挤压机、2000吨1#与2#挤压机
同时开动，岗位操作手娴熟操作，一根根银白的管、
棒、型、线材通过挤压，被天车吊运到下道工序。

东轻特材公司制造部生产主管王珊瑚告诉记
者，此前他们刚刚联合设备部门对影响产品质量的
设备“旧伤”进行了一次充分的大排查、大整顿，通过
确保装备的高精度平稳运行，进一步拓展特材全线
的生产能力。

本报讯（记者薛婧 李爱民）14
日晚，随着汽笛一声长鸣，由哈尔滨
哈俄国际班列运营有限公司开通运
营的莫斯科-哈尔滨直达班列满载
312吨俄罗斯糖果首开到达新香坊
车站。

该班列是俄罗斯国家铁路公司
首次批准的莫斯科霍夫里诺车站-
格罗捷阔沃（境）“图定”班列，全程
按照定车次、定点、定线、定时、定价
的“五定”快速班列运行，沿途不拆
不编，横跨欧亚大陆，整列装载 47
个 40英尺集装箱，由绥芬河口岸入
境后，其中的 12个 40英尺集装箱换
装后直达新香坊车站，行程 9600余
公里，在途运行 14天。12个 40英尺
集装箱内满载 312吨俄罗斯产优质
糖果，在按照国家疫情防控要求，对
进口货物和集装箱进行彻底消杀后
即日上市。

哈尔滨哈俄国际班列运营有限
公司是哈尔滨市重点招商的跨境物
流企业，专注中俄班列十余载，在俄
境内设有 9 个分支机构，俄籍员工
100 余名，自有 40 英尺集装箱万余
只，宽轨车板 500台，是目前唯一在
俄具有铁路承运人资质的中资背景
实体运输企业。公司入驻自贸区哈
尔滨片区以来，依托该片区高效便捷
的政务服务新体系，借助俄罗斯强大
的运营网络和物流资源，在正式获得

哈尔滨市政府的哈俄班列运营授权
后，仅10天时间，就组织开通了莫斯
科-哈尔滨首个回程直达班列。该
班列比零散的铁路发运方式缩短运
输时间 30 天以上，降低物流成本
30%左右。经过进一步优化和创新，
在未来 3个月内将实现至少每周一
班的常态化精品班列，哈尔滨将成为
国内首个与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俄罗
斯欧洲腹地具有稳定回程公共班列
服务的省会城市。

哈尔滨哈俄国际班列运营有限
公司将进一步拓展班列线路，丰富货
物品类，在稳定普货班列基础上适时
加开冷链班列，依托满洲里与绥芬河
的双口岸优势，合理组织进口与出口
的双向平衡开行，推动哈俄班列高质
量发展。同时，深度整合社会资源，
加快推进物流、金融、贸易、加工一体
化发展，巩固和加强哈尔滨对俄贸易
中心城市地位，引导产业聚集，为促
进国内与国际经济“双循环”贡献更
大力量。

莫斯科-哈尔滨直达班列的开
通标志着哈尔滨新区（自贸区哈尔
滨片区）对俄合作“四条链”中“物流
链”得到了有效破解，必将进一步降
低中俄进出口企业的物流成本，为
打造自贸区哈尔滨片区联通国内、
辐射欧亚的国家物流枢纽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满载312吨俄罗斯糖果

莫斯科-哈尔滨直达班列首开到哈

东轻：

春节不打烊
生产“连轴转”

哈尔滨鹏程药用包装新材料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生产现场。

本报讯（记者李爱民）日前，哈电
集团哈尔滨锅炉厂有限责任公司自
主研制的“一带一路”项目印尼北苏
三电厂 1号机组 50MW循环流化床
锅炉顺利通过96+72小时试运行，成
功投入商业运行。试运期间机组运
行稳定，各项参数均达到设计标准，
赢得用户充分肯定。

作为设备供应商，哈电锅炉精心
组织设计研发、生产制造、现场服务
等各个环节工作，按期兑现合同，满

足用户需求。从锅炉钢结构吊装开
始，哈电锅炉就选派专业技术人员进
驻现场及时提供技术支持，对现场反
馈的问题做到第一时间协调解决，并
在关键节点前进行技术交底。

据悉，印尼北苏三项目是哈电锅
炉与中国水利水电第八工程局有限
公司合作的首个项目，产品为哈电锅
炉自主研制的高压参数、单锅筒、自
然循环蒸汽锅炉，采用循环流化床燃
烧方式。

哈电锅炉印尼北苏三项目
锅炉顺利投运

本报讯（记者薛婧 李爱民）记者
从哈尔滨新区获悉，近日，在刚刚结
束的《关于兑现第四批哈尔滨新区江
北一体发展区高科技产业发展扶持
资金的公示》中，新区有 7家企业首
次被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分别
获得20万元奖励。此外，2家企业重
新被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获得
10万元奖励。

首次认定企业是哈尔滨优方净

水科技有限公司、哈尔滨鼓润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黑龙江通宝传感技术有
限公司、工大大数据集团（哈尔滨）农
林有限公司、哈尔滨博威动力设备股
份有限公司、哈尔滨中科基因技术有
限公司和哈尔滨高格装配式建筑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7家企业；重新认定
的是黑龙江立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和哈尔滨万鑫石墨谷科技有限公司
2家企业。

哈尔滨新区新增7家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本报讯（记者李宝森）记者18日
从哈尔滨市急救中心获悉，春节期间
120急救中，心脑血管疾病居首位。

据悉，哈市急救中心积极做好
春节期间院前急救服务工作。节
前，对急救车辆、通讯设备、医疗器

械、急救药品等进行检修和配备。
据统计，2月 11日至 2月 17日，哈市
急救中心共接听 120急救电话 5110
次，实际出车 1919次，其中，心脑血
管疾病、创伤类疾病和消化系统疾
病居前三位。

春节期间120急救
心脑血管疾病居首位

本报讯（记者刘瑞）17日，哈市
迎来新一轮降雪。为保证上班首日
早高峰交通顺畅，截至 18日 7时，全
市出动清冰雪作业人员 27000余人
次，清冰雪机械设备2800台（套），拉
运车辆 5000余车次，将全市主次干
道全部清运完毕。

据悉，哈市清冰雪办迅速组织各区
第一时间开展清冰雪工作。针对此场
降雪风力大、能见度低的特点，哈市各
区第一时间出动滚刷车辆，集中清理行
车道积雪。同时，各区加强作业组织统
筹，合理调配人员、机械作业时间和班
次，提升积雪的清理及拉运速度。

2.7万人次连夜清雪
保上班首日出行畅通

春节假期刚刚结
束，哈尔滨各大书店迎
来络绎不绝的读者。18
日，在华山路的半亩堂
书店、中央大街的中央
书店和中央商城的易闻
思修书店，记者看到不
少市民前来打卡充电，
他们或在书架前挑选适
合自己的书籍，或在阅
读区聚精会神地阅读。
在书店良好的环境中，
市民们品味书香，从阅
读中获取身心愉悦，汲
取知识的力量。

本报讯（记者樊金钢）记者从哈尔
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获悉，春节期
间，哈尔滨登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G
新媒体平台——央视频《大话春节》。

据悉，从 2月 16日到 2月 26日，央
视频《大话春节》陆续推出每天一座城
市接力直播过新年活动，探索 10座城
市的浓浓年味，第二站来到黑龙江哈尔
滨。

《大话春节哈尔滨篇》节目组选择

了中央大街、松花江、顾乡大集、马迭尔
餐厅、老厨家饭店、哈尔滨极地馆、亚布
力滑雪旅游度假区、雪乡等地作为拍摄
主体。通过安泽这位国际友人的第一
视角，把哈尔滨的寒冷与哈尔滨人的热
情豪爽展现得淋漓尽致。在节目前期
筹备阶段，节目组在东北多个取景地中
一眼就看中了哈尔滨，并表示这里是当
之无愧的冰雪之城、热情之都，这里的
年味充满了浓浓的冰雪气息。

哈尔滨惊艳亮相央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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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场驰骋 登山祈福

春节畅游 亚布力

□本报记者 樊金钢

春节期间，游客们来到亚布力
滑雪旅游度假区，在落实防疫措施
的同时，尽情享受驰骋雪场的欢
乐。记者日前从亚布力阳光度假
村获悉，亚布力滑雪旅游度假区每
天接待约千名滑雪游人，以本省客
源居多。

关冰梅是一名滑雪发烧友。
随着亚布力设施和服务的完善，她
在去年办了季卡。今年春节，来自
一家滑雪俱乐部的她不仅和雪友
相约赶赴亚布力，而且携家人一起
驰骋雪场。她每天用 5个小时畅
享单板滑雪的乐趣。“我们初一就
来了，准备初七再返回，一定要尽
兴！”关冰梅说。

为增加年味，2月12日正月初
一，亚布力滑雪旅游度假区在大锅
盔山开展了登山祈福活动。活动
当天，近 300名游客乘坐缆车直达
山顶，齐聚大锅盔山。游客们将许
愿带绑在山顶的松树、栏杆上，纷
纷祈福：祝愿国泰民安，风调雨顺，
阖家幸福。

据了解，今冬，亚布力各滑雪

场继续由亚布力阳光度假村实行
统一经营，只保留 3 家大型滑雪
场，让游客体验到亚布力最好的滑
雪产品。亚布力将原有滑雪场的
988高点配备魔毯，全新开放。单
板公园挪至坡度大的位置，在保证
安全的前提下，增加了刺激效果。
这些都进一步丰富了旅游产品，受
到游客欢迎。

亚布力的服务也实现升级。
今冬新上了智慧景区系统，所有闸
机和计费系统联通，提升游客“一
卡在手滑遍三山”体验度，景区管
理者也可借此了解当日客流、车流
实时数据，便于调度和服务。当地
亚布洛尼酒店不仅可以滑进滑出，
而且还推出新的服务：报上客人的
鞋码，服务员会把雪具直接送入酒
店雪具柜中，游客不必再去雪具大
厅排队，节省了时间。此外，新推
出景区内循环摆渡车免费载客。
从景区至高铁站的免费班车，20分
钟即可抵达。

亚布力进一步塑造滑雪旅游
度假区吉祥物—“狍仔”。围绕“亚
布力狍仔”形象打造的四季伴手
礼、公仔、手办、盲盒等多品类、近
百种衍生文创产品，在这个雪季陆
续与广大游客见面。

据介绍，春节期间以下酒店正
常营业：地中海俱乐部、亚布洛尼
酒店、亚布力森林温泉酒店（只开
放住宿）、纳岚庄园酒店、岚音酒店
和通信山庄。

亚布力阳光度假村市场营销
总监孙年伟告诉记者，春节期间，
景区人流适中，同时继续按照政府
政策严格执行防疫措施。游客进
入景区需要扫大数据行程码和龙
江健康码，接受测温，室内必须戴
口罩。景区还坚持对场地消毒，积
极为游客创造安全的游玩环境。

单板滑雪者身姿矫健。
图片由亚布力阳光度假村提

供。

节后第一天节后第一天：：
打卡书店品书香打卡书店品书香

奋战开门红

工人焊接福建罗源湾 1000MW 火电
项目定子机座。

东轻中厚板厂轧制线生产现场东轻中厚板厂轧制线生产现场。。

莫斯科-哈尔滨直达班列首开到达。 本报记者 薛婧 李爱民摄

满屋书香引客来满屋书香引客来。。

在知识的海洋中探寻在知识的海洋中探寻。。

□文/摄 本报记者 蒋国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