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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局集团公司海拉尔
工务段管内牙林线、伊敏线、伊
阿线是连接沿线村镇的重要交
通通道，开行的公益慢火车是当
地人出行的生命线。冬季降雪
量大，线路被积雪覆盖，给清雪
工作带来极大困难。

海拉尔工务段自主研发了
轨道除雪车，利用钢板焊制成 3
米× 3米的锥形除雪铲，安装在
轨道车上，可利用轨道车动力实
行前进后退，除雪铲可以上下调
节，满足钢轨内不同情况的清雪
需要，有效提高除雪效率。

与人工除雪相比，除雪车具
有安全性好，除雪效率高，能进
行长距离、不间断除雪作业，后
勤保障设施完备等优势。清理
一公里线路积雪仅需要 10 分
钟，与人工相比，效率提升了 10
倍以上。

清雪轨道车 效率提升10倍

□文/摄 刘磊 张昕猛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孙伟民 刘柏森

11月 21日 17时起，鸡西市入冬以来
的首场大雪，即以大暴雪的凶猛势头袭
来。

大暴雪的突然来袭，既考验着一个城
市的承受能力，也考验着一个城市的应变
能力。为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
为了把大暴雪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影
响降到最低，鸡西市委向全市各级党组织
和广大党员发出了“决战在雪地、建功在
雪地、奉献在雪地，将清雪防冻救灾第一
线作为锤炼党性的‘主课堂’、攻坚克难的

‘主战场’”的动员令。
一时间，鸡西市四大班子主要领导率

先垂范，各单位主要负责人挂帅“出征”。
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纷纷赶赴现
场，在抗击冰雪的最前沿浴“雪”奋战，以
先锋行动为人民群众做出表率。

22日8时50分，鸡西市委相关部门的
广大党员干部来到各自的分担区内，挥锨
铲雪，投入到紧张的清冰雪活动中。

作为清雪工作的主力部队和正规军，

鸡西市环卫中心 2100余名党员干部和环
卫工人以雪为令、严阵以待，组建“保畅先
锋”党员除雪突击队，降雪伊始就全力以
赴投入清雪“战场”，在与暴雪持续奋战中
践行党员的初心使命。

鸡西市交通运输局闻雪而动，迅速出
动人员1200余人、清雪机械22台，昼夜清
雪，随下随清，确保了国省干线公路180多
公里畅通。

鸡西市公安局向全市广大公安干警
发出了战冰雪、保安全、保畅通的“一战两
保”动员令，800余名交通警察走上街头，
400余名党员干部带头执勤、坚守岗位，冒
着纷飞的大雪，顶着凛冽的寒风，在各个
路口指挥交通、引导车辆，帮助解困私家
车 20000余辆，被过往群众亲切称为美丽
的“雪人”……

保出行、保安全、保供热、保供水、保供
电、保通讯……鸡西市各级5000多个党组
织致力于保证群众正常生产生活和生命安
全，在风雪中为群众筑起一道道坚固的“红
色堡垒”。全市12万多名党员干部迅速行
动、主动担当，冲锋在前线、战斗在前沿。

在白茫茫的雪地里，一抹抹鲜艳的红

色在城市四处涌动。这一抹抹红色，就是
来自于鸡西全市各级党政机关的广大党
员志愿者们。他们把“主题党日”开在清
冰雪活动现场，让党旗在“战雪斗冰”一线

高高飘扬。
在 22 日和 23 日两天里，党员干部仍

坚守在清冰雪前线。“冰雪不清，我不撤。”
鸡西市全体党员干部誓将“雪”战到底。

党旗映雪别样
鸡西市12万名党员干部奋战在清雪一线

□张学鹏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狄婕

11月 21日夜至 23日，我省再次出现强降雪
天气，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近2万
名干部职工连续 24小时奋战在清雪一线，
全力保障最北铁路的安全畅通，在这场战
风雪斗严寒的战役中，从传统的木棍、砍刀
到智能化的动车组融冰除雪装置，这些鲜
为人知的秘密武器，让除雪效率事半功倍。

接触网是动车组和电力机车的动力源泉，降雪后，接触
网上凝结成冰，如果不及时清理，动车组和电力机车就会失
去动力，止步不前。

哈尔滨局集团公司供电系统的工作人员，要乘坐接触
网平台检修车，对接触网进行打冰作业，检修车升降平台升
起后，工人们站在平台上，用手中的木棍，敲击冰壳，声音清
脆而富有节奏，仿佛一首动听的协奏曲。

由于接触网上空设备较多，为了避免工人碰头，当班的
工长要站在最前方，一边打冰，一边观察前方，不停地喊着

“起，下”来提示大家注意躲避。

木棍 接触网打冰

11月22日清晨，齐齐哈尔电务段塔河通信车间工长谭
世伟早早地收拾好工具，带着10名工友走进山里。

这里是中国铁路最北端，有一条通往漠河的嫩林铁路，
谭世伟和他的十名工友，负责祖国最北 500余公里通信明
线路的维护和保养任务。

随着强降雪的到来，线路边的老树容易被雪压断，如果
压断通信线路，会影响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巡检中，如果发
现长得过高、距离通信线路过近及被风雪刮倒等树木，就要
进行砍伐。

这些通信明线路大多分布在不通公路的深山密林里。
冬季雪大，通信工们要带着油锯、手锯、割灌机、斧头、绳索、
砍刀等几十斤的装备，踩着齐膝深的积雪，徒步走行 20公
里前往作业现场。

砍树不仅是个力气活，更是技术活，砍哪个部位，顺哪
倒、大绳往哪拽都是有说道的，工人们砍树时的号子声应和
着远处火车的汽笛，响彻在山林间。

油锯 清除倒伏树木

11月 22日凌晨 1时，哈尔滨工务段王岗线路车间 8名
职工已经踏入京哈铁路线王岗站北京侧道岔区，拿出早已
准备好的铁铲进行清雪作业。

这些铁铲、铁钩样式各异，做工并不精良，但在线路工
人的手中，这却是清雪神器。

王岗站区是京哈线的重要枢纽。降雪后，雪块堆积在
道岔区，如处理不及时将对出省的客货列车造成晚点。

车站道岔区内各方向轨道纵横交错，特别是道岔的尖
轨滑床板、顶铁座空隙，还有锁闭杆沟槽等部位极易夹冰
雪，因为空间狭小，清雪人员只能或蹲、或跪、或趴在水泥
枕和钢轨上进行清雪。为此，富有经验的工务职工便利用
钢筋、废旧钢板，自己焊制了一些宽窄适宜的扁铲、钩子等
工具，这些其貌不扬的工具在实际作业中，能轻松伸入尖
轨缝隙中，大大提高了清雪效率。

铁铲铁钩 清掏道岔缝隙

高铁动车组以250公里时速
在零下30摄氏度的天气下运行，
给列车时速调控、信号瞭望带来
挑战，如果仅凭肉眼和人体反应
去维持列车运行会有安全隐
患，ATP“列车超速防护系统”也

被称为列车上的“黑匣子”，哈尔
滨电务段采用该系统，能够有效
控制动车组各区段运行速度，实
现动车组实时追踪、人机互控等
效果，确保动车运行安全。

当高铁超速运行时，动车组

会自动降速，保证运行安全。此
外，哈尔滨动车段利用TEDS动
车组运行故障动态图像检测系
统监控途中动车组运行状态，发
现故障及时通知随车机械师处
置，确保途中动车组运行安全。

ATP系统 动车组上的“黑匣子”

本报讯（谢文颖 黑龙江日报全
媒体记者彭溢）今年以来，齐齐哈尔
市科技局聚焦“科技攻坚三年行动”，
着力发挥党组织把方向、强保障、重
服务、抓落实的作用，突出创建“科技
攻坚党旗红”党建品牌，推进科技攻
坚取得实效。前三季度，齐齐哈尔市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达754.34亿元，同
比增长36.77%。

齐齐哈尔市科技局强化党建领
航，将惠企政策直接送到企业“家门
口”。今年前三季度，该市95家高新
技术企业研发投入 12.77亿元，享受
减免所得税 3204.83万元；43家企业
获研发投入后补助 2751万元。政策
转化为企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进一
步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稳步发展，促进
产业结构调整。

贯彻实施“筑巢引凤”“固巢留
凤”“自主育凤”三大行动，搭建平台
聚人才。通过创新平台建设和市校
战略合作，新建“头雁”工作站18个、
科学家工作室3个、省级技术创新中
心 1个，引进科技型企业 91户，柔性

引进高端科技人才69人。
开辟“绿色通道”优化服务。切

实开展“能力建设提升年”活动，持
续简化优化办事流程。针对实验动
物生产许可、实验动物使用许可核
发、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等行政许
可中的部分要件实行承诺制（容缺
受理），同时优化办理要件，开辟“绿
色通道”，压缩办事时间，最高达
90%。

制定《齐齐哈尔市科技攻坚三年
行动计划（2021-2023年）》，建立“研
发投入攻坚”“百项科技攻坚”“创新
主体攻坚”“科创载体攻坚”“科技成
果转化攻坚”五大融合工程。推动研
发经费投入及占GDP比重两项指标
连续四年增长，企业获得省研发投入
后补助资金数额四年持续快速增长；
争取国家、省项目50项、资金9289万
元；申报高新技术企业 92 户，争取
2021年度省高企培育奖补资金 2184
万元；新建科技企业孵化器 5家，新
增科技创新平台 22个；技术合同成
交额同比增长312.72%。

前三季度齐齐哈尔高新
技术产值同比增长36.77%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见习
记者李成茁）近日，大兴安岭地区禁
毒办联合教育系统开展“禁毒知识进
校园”宣传教育活动，打造“互联网+
禁毒教育”新模式，巩固学校毒品预
防教育全覆盖。

据介绍，禁毒民警与宣讲员走进
校园，通过播放禁毒宣传短片、发放
宣传资料等方式，结合真实案例，展
示“卡哇潮饮”“跳跳糖”“致幻邮票”等

新型伪装毒品海报，图文并茂帮助学
生了解精麻药品“提神”“减肥”“不上
瘾”“无毒害”等骗术和新精神活性物
质的科学知识，宣传吸毒危害以及如
何预防毒品侵害的方法，号召学生将
禁毒知识带回家，传给身边的每一个
人。此外，大兴安岭地区禁毒部门组
织学生走进禁毒宣传教育基地，利用
3D互动、VR、全息投影等高科技手
段，增添学生学习禁毒知识积极性。

大兴安岭禁毒教育进校园

本报讯（胡晶钰 贾桂英 黑龙江
日报全媒体记者李播）为保障 2021
年秋粮收购工作顺利进行，中国农业
发展银行大庆市分行（简称农发行大
庆市分行），截至目前，已向 14户企
业累计审批秋粮收购信贷资金 22.4
亿元，同比增加了7.4亿元。

据了解，今年大庆市玉米、水
稻、大豆三大品种播种面积达 1000
万亩，农发行大庆市分行多措并举
发挥好粮食收购资金供应主渠道作
用。一是准备早，多次开展走访调
研。及时了解企业粮食收储资金需
求，并深入基层对当前秋粮生产形
势进行调研，对市场行情进行摸底，

对今年秋粮收购形势作出科学预
判，做到心中有数。二是审批快，真
正实现“钱等粮”。根据今年秋粮收
购形势，该行及时安排部署秋粮收
购信贷工作，超前做好足额发放贷
款准备，前移审批时间，加快投放进
度，确保农民“粮出手，钱到手”，真
正实现“钱等粮”。三是效率高，为
企业提供支付便利。该行提高办
贷效率，对于市场化收购，免除企
业开办网银相关费用，开通网银系
统 7×24小时全天服务模式，确保收
购资金供应不断档，根据企业收购
进度，足额发放贷款，满足企业随时
支付粮款需要。

22.4亿元秋粮收购资金到位
农发行大庆市分行确保农民“粮出手 钱到手”

（上接第一版）一流企业制定行
业标准，凯纳科技在智慧供水领域就
处于行业一流。

据了解，哈尔滨江南主城区有
2000 余个泵站，如今这些泵站将逐
步安装上凯纳科技的远程终端单元
系统。“安装这一系统，就相当于给这
个泵站配备了一个一年 365天 24小
时不休息的‘家庭医生’，实现了泵站
的智慧监管和诊断。”凯纳科技物联
网事业部总经理王学森以非常形象
的比喻，向记者介绍该公司智慧供水
系统的功能。

过去，城市的供水泵站往往需要
三个人三班倒看管，但看管的过程
中，也只能是出现问题后及时发
现，却不知问题的成因。远程终
端单元系统则具备监测和诊断功
能，不仅能及时发现问题还能发
现问题的原因，并实时传输到指
挥中心，通过指挥中心的系统“会
诊”给予及时“治疗”，完全取代了
人工。

不仅如此，该远程终端系统还
可根据不同时段用水量的大小，调
节一定范围内多个泵站的工作时
间，如深夜用水低峰期，它会自动
停止几个泵站的运行，做到节约能

源。更为神奇的是，这种远程终端
系统还能自动感知即将进入泵站
的自来水水质好坏，如果发现水质
有问题，会自动切断进水，从而保
障居民用水安全。

供水泵站远程终端系统只是凯
纳科技智慧供水产品体系的一部
分。多年来，该公司深耕供水行
业，打造供水行业生态链，智慧供
水产品体系覆盖智慧供水的全过
程，从源头水源地、水厂、供水管
网、二次泵房、到百姓用户端，用数
字化赋能传统产业，帮助供水行业
实现数字化转型。

让数字成为生产要素，实现产
业数字化，凯纳科技的智慧供水系
统实现了这一点。据介绍，该系统
搭建智慧水厂、综合调度、运营管
理、智慧泵房、营销客服五大应用
体系，实现供水实时监控、趋势预
测、突发事件预警及应急处置等功
能，为供水公司的泵站智慧化、漏
损率降低、供水管网智能调度打下
坚实基础，实现“一张网、一张图”
统一调度，提升智慧供水决策指挥
能力。目前，该项智慧供水系统已
应用在哈尔滨、佳木斯、双鸭山、绥化、
鸡西以及辽宁省沈阳等城市。

用数字化赋能传统产业

（上接第一版）水稻产业体系首
席专家聂守军说，十九届六中全会再
次提出推进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农
业科技战线上的一名党员，将和水稻
产业各领域专家一道，针对水稻产业
亟需解决的“卡脖子”问题，瞄准“卡
点”，精准发力，在水稻种质资源创新
以及新品种选育、绿色轻简栽培技
术、产业扶贫等方面开展协同攻关，
实现重要突破。

数字农业产业体系首席专家苏
中滨说，我们要聚焦农业农村领域
数字化转型和数字经济发展重大
使命，积极推动我省数字农业技术
体系和智慧农场建设重大工程项

目实施，开拓创新推进数字农业科
技自立自强，建设国家粮食安全战
略保障区和数字农业发展先导区，
打造龙江现代农业发展强大内生
动力。

奶牛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张
永根说，我们要在奶牛高效育种、饲
草料资源开发、营养代谢调控和疾病
精准防控中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
撑。以科学技术推动奶业节本增效，
以实现从奶业大省向奶业强省转变，
化生态、黑土和绿色饲料优势为产业
优势。为创建龙江“高寒生态牧场”
和实现优质粗饲料本土化战略贡献
科技力量。

旗帜引领方向 实干铸就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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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需要16人，耗时4小时
才能完成一组 8 节动车组融冰
除雪作业，如今仅需要 2 人操
作，1小时就可以完成。由哈尔
滨局集团公司自主设计研发的
HTK-CBX0型高寒高铁融冰除
雪装置让动车组融冰效率大大
提升。

冬季最低气温达零下 35摄
氏度，动车组运行的钢轨、路基
被冰雪覆盖，给动车组的高速
运行带来极大挑战。传统的木
杆、橡胶锤等人工除雪方式，耗
时长、效率低，最多时需要 260
人同时作业，而且机械敲打极
易造成动车组局部损伤，无法

满足春运高峰期间动车组上线
需要。

为加快动车组融冰除雪效
率，哈尔滨局集团公司自主研制
了融冰除雪装置，修建动车融冰
除雪库，在哈尔滨动车段投入使
用，如今仅需要2人操作，1小时
就可以完成。

融冰除雪系统 8节动车组融冰仅需1小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