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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鸭山 转型发展中的 数字赋能

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融合、与城市建设“牵
手”，持续擦亮双鸭山“智慧城市”品牌，让双鸭山
人生活更宜居便利。

智慧城市运营中心“城市大脑”上线试运行，
首批推出城市治理、政务服务、教育医疗、惠民服
务、文化旅游等领域 14个智慧场景；依托“1+3+
N”云平台体系的大数据中心正在试运行中。大
数据中心建成后，提高了硬件资源的利用率，避免
了重复建设，节省了建设资金，为双鸭山市未来五
年的信息化发展提供充足的物理存储保障。

智慧城市云计算平台的建成，在保证信息数
据安全的前提下有序迁移和搭建各部门业务系
统，共建共享效果初步显现，解决了当前电子政务
建设中采购周期长、部署上线慢、资源利用率低等
突出问题。目前，各县区、市直单位进行信息化建
设，无需另行投入基础硬件设施，从需求确认到开
通系统环境搭建在智慧城市云平台上，只需40分
钟完成全部工作，极大地提升了建设效率。

“互联网+政务服务”进入开放共享新轨道，
依托黑龙江政务服务网数字政务“总门户”,不断
完善我市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功能，率先与
全省政务一体化平台完成对接，实现“一地注册、
各地互认、全网通办”，市县两级依申请类行政权
力事项可网办率达到了95%以上。重点领域信息
化水平不断提升。

依托综治信息化系统，整合信息资源，提升服
务管理效能。大力推进综治中心指挥平台建设，
结合实际情况将市本级（含 4个区）综治中心与

“雪亮工程”捆绑建设，通过数字信息技术，实现了
平台与公安视频资源联网应用，提高了精准维护
社会稳定能力。同时，网格化服务管理信息平台
建设纳入“十四五”规划建设项目。近两年，全市
应急联动指挥平台共接到各类报警、求助、咨询、
投诉电话14万多次，报警群众满意率达99.9%，实
现警务处理零投诉。

与此同时，全面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全
市发展数字经济奠定基础。近年来，双鸭山市信
息技术基础设施建设速度明显提高，移动4G网络
得到大力发展，5G新基建有序建设，移动4G网络
基本实现区域全覆盖，5G新基建建设有序推进。
全市现有4G基站3860个、5G基站983个，行政村
4G网络覆盖率达到100%，边境线3公里以内实现
4G网络连续覆盖。5G基站实现了城市聚集区室
外连续覆盖和县城重点区域广覆盖，下一步将不
断完善 5G网络覆盖，提升 5G网络支撑能力。全
市FTTH端口达到87.96万个，行政村宽带覆盖率
100%，家庭宽带上网速率显著提升，具备500M带
宽接入能力。

随着数字化进程的推进，双鸭山市下一步新
经济产业门类更加齐全、产业链条更加完善、数字
经济产业规模更加壮大、高质量发展城市建设动
能更加充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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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军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宗华

近年来，双鸭山市在传统产业转型过程中，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实现了培育新动能，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数字化在各领域的应用，给双鸭山人生产生活带来深刻
变化。

8月30日，龙煤双鸭山公司东荣一矿智能化掘进工作面试验成功，成为东北三省第一个使用智能化掘进工作面。智能化掘进工作面成功应用像一阵春风，给百里矿区带来了活力。
双鸭山市公安局打造警务+非警务的“网络万能110”，构建了联动数据“一片云”、应急处置“一张网”、民生服务“一号通”的大共享、大集成、大联动的数字化运行模式，推进了公共

服务全面升级。“智慧城管”实现主城区5平方公里城市管理动态监控，提高了城市管理效率和管理水平，进一步增强了人民群众的安全感。
疫情期间，双鸭山技师学院的“互联网+尚农教育培训”平台作为“三个唯一”成功入选全国仅有的50个平台“国家队”之列，农民教育多项指标实现了倍增。

“数字”正成为双鸭山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转型振兴的闪亮品牌。数字经济，带来的生活便利，也正在开启双鸭山人别样的“数字”生活。

“我们 180无缝钢管生产线的设备全部
实现自动化，日常生产操作可实现‘一键轧
钢’。”

黑龙江建龙无缝钢管车间于 2011年建
成投产，设计产能 45 万吨无缝钢管。按照
《中国制造 2025》核心思想，利用网络和信息
技术，从应用需求出发，以无缝钢管车间自动
化设备为基础，结合钢管轧制流程，搭建数字
化车间整体架构，在生产线上实现应用和创
新，提高了生产产量，减轻了劳动强度。

“钢铁+智能”的发展模式，让钢铁制造
更加智慧有力。目前，无缝钢管车间基础自
动化主要由数字化控制元器件组成，实现数
据传输，只需轻松按键，就可完成各个工作区
域工艺设备的自动控制。同时车间级工业互
联网的建立，使数据互通率达到90%以上。

数字化车间打造建龙“好钢铁”。智能制
造也提升了产品质量，改变了钢铁工人的工
作和生活。目前，公司无缝钢管产量提升
10.3%、能耗降低18%，产品结构不断优化，高
附加值产品占比已达到60%以上。

“人工干预智能化综采工作面，是什么？”
在龙煤集团双鸭山矿业公司，矿工们说，那就
是井下很多地方“无人值守”；干部们说，那是
煤矿希冀的未来。

人工干预智能化综采工作面，仅仅12个
汉字的组合，看似简单，但在龙煤双鸭山矿业
公司，它们集合起来创造的价值却真正实现
了“四提高”：工作面效率提高，单产水平提
高，月份经济效益提高，采煤工人月收入提
高。

智能化，在新井老矿释放着它的“生产
力”。

见一叶而知深秋,窥一斑而见全豹。推
进制造业数字转型，促进企业管理水平提升，
双鸭山市围绕“工业互联网”迈出了铿锵步
伐。

推动生产过程、关键工序智能化改造升
级。在劳动强度大、可靠性和精度要求高、工
艺工位复杂、生产环境危险的关键岗位实现

“机器换人”。集佳公司引进中信重工集团开
展深度战略合作，开发煤矿自动化系统和智
能化矿用机器人项目，全面打造双矿公司供
配电及“四化建设”配套研发生产基地，填补
了龙江煤矿智能化建设方面的空白。

推进重点企业管控系统智能优化升级。
建龙钢铁建设完成基础的大数据采集平台、
设备智能管理平台、智能安环管理平台、5G+
工业互联网，达到了生产过程自动化、数字
化、网络化、智能化、可视化，使企业运行效率
得到很大的提升。新时代水泥投资建设企业
信息化系统，建设了财务管理、销售发运、物
资管理、质量管理等企业管控网络系统，提升
了企业管理能力和水平。

推动矿山行业智能化改造升级。建设煤
矿安全生产综合指挥平台，集成煤矿安全监
测监控、人员定位管理、通信联络、工业视频、
GIS图文管理和视频会议等“六大系统”，实
现生产过程中各单元子系统的实时全方位监
测。目前，全市复产煤矿均已完成安全生产
综合指挥平台建设。建立了煤矿安全风险监
测预警平台，市平台辐射集贤、宝清、尖山、岭
东、四方台和宝山，6个县区平台分别辐射辖
区各煤矿企业平台，实现了三级平台联网运
行，通过专用网络、信息管理和系统集成控制
等技术，对煤矿实施远程管理，有效提升了矿
山行业生产效能和安全生产水平。

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改造为重点，
推进智能产品在工业生产中的应用，培育一
批智能制造领域标杆企业，整体提升全市制
造业核心竞争力。黑龙新双锅等制造行业
推广应用智能装备及新型传感器等先进设
备，提高数据采集、信息传送、智能分析和决
策反馈能力。双鸭山新时代水泥的自动化
集成系统烧成车间、黑龙江建龙钢铁的无缝
钢管数字化车间和 LNG 车间、饶河县中顺
农业开发的大米加工车间、双鸭山鸿展生物
科技的酒精车间获得省数字化（智能）车间
认定。同时有 5 户企业在黑龙江省工业互
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点暨综合管理服务平
台注册企业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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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 7万名会员，覆盖全市的乡镇、村屯，线上培训辐射
天津、河南、陕西、湖南、辽宁等地，成功入选国家人社部推
荐的 50家线上职业技能培训平台机构之一——这就是双鸭
山职教集团双鸭山技师学院农民教育学院用最“实打实”的
功夫建立起来的“农民大数据”。

双鸭山市一产比重大、乡村人口多、经济欠发达，这
些实际情况是问题，也是机遇。双鸭山职教集团在全省
率先成立农民教育学院，充分发挥职业教育在乡村振兴
战略中的作用，农民教育学院的工作人员兵分 4 路，驱车
行驶 20 万公里，跑遍全市 415 个行政村，对农民开展机
械、计算机操作、交通、餐饮服务、维修电工等几十个职业
的培训，培养出来的“村管家”、“乡掌柜”，成为农民致富的
好帮手，乡村振兴的主力军。

进行数字乡村建设，能更好支撑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带
动和提升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双鸭山市抓住用好网络
化、数字化、智能化给农业农村发展带来的宝贵机遇，画好
解放和发展数字化生产力“六张图”，加快信息化与农业农
村现代化深度融合，为率先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
有力支撑。

“农机作业指挥一张图”，推进农机智慧化，实现了对机
械深松、深翻、秸秆深埋等作业环节、作业面积和作业质量
的实时监测；推进管理智慧化，建立红外遥感监测系统，开
展了根据土壤肥力及作物长势进行玉米变量施肥项目；推
进监测智慧化，运用无人机进行航化作业，开展大规模精准
作业任务，进行可视化数字管理。

“智能化生产一张图”，建立了 18个水稻智能催芽车间，
实现了智能控温控水，保证了稻苗的出芽率和正常生长；建
设智能化温室大棚。在节水节肥的同时做到了自动化远程
控制；智能化养蜂。采用多功能智能蜂箱，提升单箱同比产
量，降低人力管理成本，提升蜜蜂繁殖效率；智能化田间管
理。利用“掌上植保”APP，为农户提供病虫害预警、农药及
防治机构信息，保证农户及时防控病虫害，植保员及时发现
病虫害并有效控制其传播蔓延。

“农作物长势监测一张图”，通过在高标准种植基地安
装农业环境监测系统、病虫害在线监控、农田作业视频监控
等系统，实现信息自动接收、分析汇总、远程诊断，精准监测
地温、气温、墒情、土壤养分等作物生产环境指标，科学组织
生产活动。

“农村信息化建设一张图”，建成了县、乡、村三级益农信息
社，在全市410个行政村村委会、商超、电商服务站、快递投放
点等人员流动大的场所，每个村安装一台终端机，与省信息中
心联网，农民可通过触摸屏随时查询了解生资、种子市场行情，
可开展线上培训、信息发布、电子商务、便民服务等各项业务。

画好“数据共享一张图”。宝清县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大数据中心通过采集相关部门的业务数据，将全县基本信
息、土地确权数据、农业保险情况、富硒产业信息等陆续导
入数据平台系统，配合卫星遥感技术，为农民提供气象信
息、农作物生长情况等相关信息。饶河县建立饶河智慧农
业大数据中心平台，涵盖了全市气象监测、水利监测、农田
环境监测、农情信息发布、农业资讯等功能，依托数字农业
服务云平台提供农业生产技术、气象条件变化、土壤监测、
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交易、粮食价格、生资价格变动等大数
据服务。同时，将各乡镇布设的视频监控和物联网采集设
备嫁接入智慧农业平台，监控农作物的种植情况，实现自动
化灌溉、施肥，从而为后续对农民的指导生产提供便利。四
方台区今年开始建设数字农业网络平台，引进农业监测设
备，部门模块已可以正常使用，初步用于区“田长制”管理工
作，项目完全建成后实现主要农业生产区域数字化管控。

“农经大数据一张图”，系统将三资管理、银农直联、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农业生产托管、农
村产权交易、农村土地贷款、农村土地流转、五级监测三级
联网及宅基地管理等进行信息采集，分别录入到软件系统，
实行信息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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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冲击之下，餐饮、住宿、旅游等传
统服务业大面积停运，取而代之的是线上
零售、线上教育、线上娱乐、视频会议、远程
办公等，驱动生活服务业数字化提速，催生
了以无接触服务等为代表的新业态、新模
式。

数字化生活服务不仅保障了疫情期间
人们的日常生活、学习和工作，而且展现出
强大的发展韧性，成为促进“六稳”和支撑
中小微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

双鸭山市现有电商园10家，全市电子
商务交易额同比“十三五”末翻一番，注册
电商企业达到 921家，电子商务相关从业
者超过万人。

线上线下融合发展。主动适应经济新
形势、新理念、新格局的引领带动作用，聚
焦电子商务全生态产业链，引导实体经济
与电子商务融合发展。市商务局通过

“云闪付”开展两次购物补贴投放。市电
商办在市政广场举办了为期三天的“多
彩双鸭山、家乡有好货”电商产品展销
会，吸引了 110 家电商企业参加，交易额
近百万元。

持续开展电商培训。在线上培训方
面，通过政府网站发布电商设计、店铺运
营、短视频制作等学习视频，为学员提供学
习时间可控、学习地点方便、按需灵活学习
的线上培训。在线下培训方面，面向全市
企业、创业妇女、退役军人、第一书记、毕业
大学生、农民等不同培训群体进行有针对
性的电商培训活动，共开展培训 11期，完
成培训500人。

组织各类双创活动。举办双鸭山市第
三届职业技能竞赛——网络营销师带货主
播大赛、第三届职业技能竞赛暨“大美双鸭
山”电商短视频大赛，“大美双鸭山”话题在
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等平台展示量已超
过2000万次。

不断完善园区功能。将园区主楼一层
南侧改造升级为集内容制造、视频技术、直
播场景、品牌孵化等功能于一体的电商直
播共享基地，供符合条件的创业者免费使
用。对接市国税局安装了三台税务自助
终端机，满足园区入驻企业纳税人“一站
式”申领发票、电子申报等多层次需求。
对接市金融中心落实国家和省出台的多
项金融惠企政策，已帮助 5 家电商企业
获得政策性贷款资金 918 万元。联合市
营商环境局开展“码上诚信”亮码活动，
已在园区优选 20 家企业赋码，鼓励市场
主体应用“码上诚信”，构建社会信用体
系共建共治机制，打造诚信守约的园区
信用环境。

推广智慧物流建设。天地华宇、百
世快运等现有货运企业均有自己的信息
服务平台，个体经营业户大多使用不同
的物流软件，宝清县现代物流园区配套
设施建设等 4 个冷链物流储备项目已取
得明显进展。正在大力推广黑龙江省
东北大自然粮油集团有限公司等物流
企业落实标准托盘等物流载具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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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龙钢铁生产车间建龙钢铁生产车间。。王喜王喜摄摄

农民教育学院的学员成为农村振兴的人才。 高龙摄

双鸭山市一家电商企业正在发货。 韩庆权摄

双鸭山市公安局的大数据中心。王娇摄

煤矿工人在安全平台进行操控。刘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