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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出台《实施方案》

大庆油田油泥处理团队

“吞”下 9 万余吨油泥 创效 5000余万元
□张幸福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李民峰 赵吉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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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状况。
没有专业的油泥处理设备，就想尽办
法自己动手造，经过半年时间的反复摸
索、反复尝试，终于将裂解橡胶的设备改
造成了含油污泥处理的专业设备，并破解
了油泥无害化处理的技术难题，使含油污
泥处理项目在大庆落了地扎了根。

含油污泥是石油生产的“伴生品”，在
油田生产、井下作业等施工过程中，都会
不同程度地产生。
大庆油田水务公司水务环保工程公
司油泥处理部，运营管理含油污泥处理站
人拉肩扛
6 座，拥有热裂解装置 40 台套。仅去年，
先后建起
6
座含油污泥处理站
他们就处置含油污泥 9 万余吨，全年资源
化利用产出脱油土 6 万余吨，清洁油田用
大庆油田采油九厂含油污泥处理站，
地 1 万余平方米，油泥处理后回收轻质混 是油泥处理部接到的第一个建站任务。
合油 2 万余立方米，创造经济效益 5000 余 项目刚开工就赶上连绵多日的瓢泼大雨，
让短短 1 公里的进站路泥泞不堪、寸步难
万元。
行，导致拉运裂解炉的车辆无法顺利进入
从零起步
站区。项目部全员用人拉肩扛的方式一
闯入含油污泥处理市场
米一米地垫路拽车，经过 3 个多小时的连
裂解炉才得以顺利进站安装。
2018 年 5 月，紧盯大庆油田生态环保 续奋战，
治理需要，大庆油田水务环保工程公司油
3 年来，通过自主选址施工、自己职工
泥处理部应运而生。油泥处理部从零起 运行、自研标准管理，他们先后在长垣和
步，硬是打破了外部企业的垄断，成功闯 外围 5 个采油厂建起了 6 座含油污泥处理
入油田含油污泥处理业务市场。
站。
千分之三处理标准的含油污泥热裂
2021 年，油泥处理部作为环保治理主
解属于新兴环保产业，在东北高寒地区面 力军，在完成历史遗留含油污泥“清零”任
临无热裂解规模化应用先例可遵循、无完 务的同时，主动出击油田新增含油污泥处
整成熟工业运行标准经验可借鉴、无专业 理，服务范围覆盖油田所辖各采油厂，新
增量市场占有率达 100%。
化外部队伍可依靠的
“三无”
窘境。
为了尽快破解高温裂解技术在大庆
引领行业
“水土不服”的难题，油泥处理部主动出
争当绿色油田建设先行官
击，四处搜集相关信息，到设备厂家观摩
学习，到高校找专家交流，调研了解行业
先后总结编制 7 项管理制度和 3 项设

备操作规程，其中《热裂解处理装置操作
规程》已通过油田公司企业标准审核，成
为企业标准；
《污泥裂解炉内部结构的改造》项目
获水务公司创新创效一等奖，
《含油污泥
裂解炉进出料防粘壁系统的研制》获油田
公司技术革新成果一等奖；
针对含油污泥处理时间周期较长这
一问题，研制出全密封快速降温三级螺旋
绞龙出渣装置，使单套处理时间平均减少

6-8 小 时 ，提 升 裂 解 炉 运 行 效 率 达
32%……
油泥处理部积极主动与大庆市生态
环境局沟通，共同确立了含油污泥处理站
的相关技术和管理资料环保检查标准，填
补了行业空白。全力实施油田含油污泥
处理业务，实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双
赢。
油泥处理部相继攻克多项技术难
题。
孙月摄

深化经济专业人员
职称制度改革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郭铭华）为贯彻落实人社部《关于深
化经济专业人员职称制度改革的指
导意见》精神，加快推进全省经济技
术人员职称评价制度改革，省人社厅
会同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制定出台
了《黑龙江省深化经济专业人员职称
制度改革实施方案》。
据介绍，
《实施方案》在健全评价
体系方面的新变化主要包括：在现行
经济专业职称中设置初级（助理级）、
中级、高级（副高级和正高级）三个层
级，名称依次为助理经济师、经济师、
高级经济师和正高级经济师，其中，
人力资源管理和知识产权专业的职
称名称单独设置。专业技术人员取
得经济专业技术资格、房地产估价
师、拍卖师、资产评估师、税务师和工
程咨询（投资）、土地登记代理、房地
产经纪、银行业等领域相关职业资
格，可对应经济系列相应层级的职
称，并可作为申报高一级职称的条
件。实行全国统一考试的专业设置，
按国家统一规定执行，并随时进行动
态调整。
同时，
《实施方案》在完善评价标
准方面进行了改革，对不同类型、不
同岗位、不同层次的经济专业技术人

员进行分类评价，充分体现经济专业
人员职业特点，破除唯论文、唯学历、
唯资历等倾向，建立涵盖品德、知识、
能力、业绩和贡献等要素的评价标
准，突出评价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
创新引领作用和取得的经济效益、社
会效益。在创新评价机制方面的举
措主要有：经济专业人员可采取考
试、评审、考评结合、个人述职、面试
答辩、成果展示、实践操作、业绩考察
等多种评价方式，其中，初级、中级继
续实行
“以考代评”的评价方式，副高
级采取考试与评审相结合的评价方
式，正高级一般应采取专家评议和面
试答辩相结合的评审方式，并建立职
称评审绿色通道，优秀经济专业技术
人才可破格申报晋升高级职称。
记者还了解到，
《实施方案》在促
进评用衔接方面坚持以用促评，以培
养为基础，
以评价为手段，
以使用为目
标，用人单位应当结合事业发展和岗
位需求，将职称评审结果作为岗位聘
用的重要依据，实现职称制度与岗位
聘用、考核、晋升等用人制度相衔接，
鼓励经济人员多出成果、出好成果。
并规定对以往通过评审取得的
“研究
员级高级经济师”
资格等同于
“正高级
经济师”
资格，
无需重新评审确认。

哈铁陆续加开学生返校列车
教育部首批试点

我省高校 个虚拟教研室上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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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黑 龙 江
日报全媒体记者赵一
诺）近日，教育部办公
厅公布了全国高校首
批 439 项虚拟教研室
建设试点名单，我省
八 所 高 校 的 24 个 虚
拟教研室上榜。其
中，哈尔滨工业大学
12 个项目获批，与清
华大学并列全国高校
首位。
虚拟教研室建设
工作于 2021 年启动，
围绕创新教研形态、
加强教学研究、共建
优质资源、开展教师
培训等任务开展建设
工作，通过 3 至 5 年，
建设一批理念先进、
覆盖全面、功能完备
的虚拟教研室，锻造
一批高水平教学团
队，培育一批教学研
究与实践成果，打造
教师教学发展共同体
和质量文化，全面提
升教师教学能力。
相关高校负责人
表示，学校将积极推
进学校虚拟教研室建
设，探索突破时空限
制、高效便捷、形式多
样、
“ 线 上 + 线 下 ”结
合的教师教研模式，
创新教学管理体制机
制 ，探 索“ 智 能 + ”时
代基层教学组织建设
标准、建设路径和运
行模式，引导教师回
归教学、热爱教学、研
究教学，为学校人才
培养工作高质量发展
提供有力支撑。

李亚慧教练带着小朋友们在滑行。
李亚慧教练带着小朋友们在滑行
。

本报讯（王文婷 王雅萍 黑龙江
日报全媒体记者张雪地）日前省科技
厅对拟备案科学家工作室进行公示，
牡丹江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有 2 家科
学家工作室上榜，分别为黑龙江省中
国科学院傅向东水稻资源研究工作
室和黑龙江省中国科学院田志喜大
豆资源研究工作室。这将有助于科
研单位自主创新能力，为全市创新人
才培养、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增加科
技支撑和技术保障。
近年来，牡丹江市经济技术开发
区持续加大科研平台建设力度，与牡
丹江市科技局共同培育推荐两家工
作室，包括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牡丹
江分院的黑龙江省中国科学院傅向
东水稻资源研究工作室和黑龙江省
中国科学院田志喜大豆资源研究工
作室，已通过省科技厅受理申请、材

□文/摄 刘展源 王子琪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潘宏宇
“小手合拢放在下颌前，一二、一二……”随着李亚慧教练的口
号声，
小滑冰运动员在冰面上练习着蹬冰动作。
近日，全国速滑冠军李亚慧受邀来到友谊县冰上运动中心，与
滑冰爱好者们进行交流，
现场指导传授滑冰技巧、分享滑冰知识。
李亚慧 1972 年进入鸡西市体校速滑队，1975~1982 年进入省速
滑队和国家队，在此期间多次获得全国
速滑冠军并打破全国纪录，多次代
表我国参加世界锦标赛。1986~
2015 年她担任省短道队高级
教练员，为我国冰上项目培
养出大量的优秀人才。她的
爱人罗致焕是我国首个冬季
运动项目世界冠军，夫妇二
人共同为我国冰雪运动事业
做出杰出贡献。

绥化市抢抓晴好天气，立足科技农
业、质量农业、绿色农业、品牌农业，采取
结构早调整、资金早筹集、农资早筹备、
农机早检修，开足“马力”备春耕。今年，
全市计划播种面积 2745 万亩，其中，水稻
播种面积 513 万亩、大豆 663 万亩、玉米
1518 万亩。

五大连池携手中储粮
加快推进“仓储项目”建设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剑）日前，五大连池市与中储粮集
团黑龙江分公司，就中储粮五大连池
直属库有限公司仓储项目建设进行
对接座谈。
座谈会上，与会五大连池市领导
介绍了该仓储项目建设内容和推进
情况，双方就项目合作事宜进行了深
入洽谈。
据悉，中储粮五大连池直属库有
限公司仓储项目资金规模预计 2.19
亿元，一期规划建设 15 万吨平房仓
及其附属工程，总建筑面积 43463.58
平方米。目前，已完成公司营业执照

清雪扣棚 春光不负农时
在绥化市庆安县久胜镇久宏园区——
国家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40 多
名村民正在清雪扣棚。预计在 15 天内园
区内的 80 栋自动化水稻育苗大棚将全部
完成清雪扣棚作业。
绥化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范
军介绍，水稻清雪扣棚是水稻育苗生产
一个重要的环节，种植户要抓住晴好天
气，早清雪、早扣棚，这样做有利于提高
地温，为培育壮苗早育苗奠定基础。针
对今年降雪量较大，绥化市农业技术推
广中心积极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
头，认真做好查墒、查种工作，指导农户

扎实做好备春耕工作。

农机具检修率已达70%“马力”
十足
在绥化市绥棱县圣宇现代农机专业
合作社，多台大型农用机车整齐的停放
在车库，几名农机手正在对每台机车的
螺丝、轮胎等部件进行检查维护。
春耕在即，绥化陆续开展农业机械
维修保养工作，全市应检修各类农机具
47.3 万台，截至目前，共检修各类农机具
33.29 万台，检修率达 70%，其余农机预计
在 3 月初检修完毕。近年来，绥化农机作
业水平大幅度提升，加快了农业科技进
步，有效地促进了粮食增产、农户增效，
使全市综合机械化程度达到 98%。机械
化种植越来越受到农民的欢迎和认可，
让农民告别
“面朝黄土背朝天”
。

依农时选良种 资金筹措有保障
绥化市北林区各农资商店内选购种
子的农户络绎不绝。北林区通过微信
群、公众号、快手等方式，将区内已备案、
信誉良好的农资经销商推荐给乡村、农
户，采取农户点单、自行采购、线上订货、

料审核、公示等工作环节，正式认定
为省级科学家工作室。
至此，牡丹江市开发区区域内省
级科学家工作室达到 3 个、省级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7 个、省级企业技术中
心 4 个、省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1 个、
省级重点实验室 1 个；
“头雁”团队工
作站 6 个。
其中，傅向东水稻资源研究工
作室主要研究通过生物技术与常规
育种相结合，创制黑龙江省优异种
质资源，并选育出适宜黑龙江省不
同积温区种植推广的优质水稻品
种；田志喜大豆资源研究工作室主
要从事大豆功能基因组研究，在大
豆种质资源演化与基因组学基础性
研究、重要农艺性状调控机制解析
以及分子设计育种方面取得了系统
性的重要成果。

滑行前的蹬冰练习。

绥化：开足“马力”备春耕
□张鑫宇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董新英

3. 2 月 26-28 日，临时恢复开行
哈尔滨西—大庆西 D6921 次、大庆西
—哈尔滨 D6922 次、哈尔滨—齐齐哈
尔南 D6929/D6930 次列车临时恢复
运行。
4. 2 月 26-28 日，临时恢复齐齐
哈尔南—哈尔滨 D6928/D6935 次、
齐齐哈尔南—哈尔滨 D6940 次列车。
5. 2 月 27 日-3 月 1 日，临时恢
复哈尔滨西—齐齐哈尔南 D6923 次
列车。
铁路部门提示广大旅客朋友，车
票预售、列车开行等服务资讯，请以
12306网站或车站公告为准，
以免耽误
行程。旅客出行乘车请佩戴好口罩，
做好个人防护，听从车站工作人员的
引导，
自觉遵守进出站和乘车秩序。

牡丹江经开区
新增两家省级科学家工作室

冠军教我 滑冰

李亚慧和孩子们在冰
上做游戏。
上做游戏
。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狄婕）记者从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
有限公司获悉，铁路部门主动联系了
解管内高校开学时间，针对学生客流
需要，适时调整运力配置，临时加开
哈尔滨至齐齐哈尔、大庆、牡丹江、佳
木斯、绥芬河等方向 6.5 对动车组，努
力满足学生返校出行需求。
具体车次：
1. 2 月 25-28 日，临时加开哈尔
滨西—绥芬河 D9811 次、绥芬河—哈
尔 滨 D9812 次 、哈 尔 滨 — 牡 丹 江
D9813 次、牡丹江—哈尔滨西 D9814
次列车。
2. 自 2 月 28 日起，恢复哈尔滨
—牡丹江—佳木斯—哈尔滨 D7933/
2 次列车。

注册和项目备案，正在进行土地挂
牌，预计 7 月正式开工建设。该项目
建成投产，将进一步提升五大连池市
粮食储备能力，更好解决农民“卖粮
难”问题，使农民获得更大收益，助推
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五大连池市表示，将以此次项目
合作为起点，持续加大优化营商环境
力度，强力推进项目早日落地，在粮
食储备方面继续加深双方合作。中
储粮集团黑龙江分公司表示，将充分
发挥自身优势，与五大连池市共同加
快推进仓储项目建设，力争早日开
工，推动双方实现共同发展。

哈尔滨市水上搜救志愿者协会成立
清雪。张鑫宇摄
统一下摆等办法，加快物资购进储备。
目前，农资库存充足，已开始大批下摆，3
月底前所有物资下摆到位。
为抢抓农时，绥化市保障资金、物资
早下摆，目前该市资金已筹措资金 97.6
亿元，占需求的 81.9%。春节前后积极购

进各种生产物资，其中种子储存及下摆
量达 6.64 万吨，化肥 16.2 万吨，农药 101
吨，柴油下摆 1.15 万吨，农膜下摆 878.8
吨，全市物资下摆速度超过去年同期，今
年备耕工作实现了“开门红”，为抢播期
赢得了主动。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徐佳倩）在黑龙江海事局、哈尔滨海
事局、哈尔滨市民政局等部门及社会
各界支持下，日前，哈尔滨市水上搜
救志愿者协会正式成立，建立起联合
应急救援机制，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
与搜救行动。
据悉，水上搜救是国家突发事件
应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保障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
定、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具有重要作
用。哈尔滨市水上搜救志愿者协会
的成立，标志着以政府主导、社会参

与、专兼结合的应急救援体系建设迈
出坚实步伐，哈尔滨市综合应急救援
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哈尔滨市水上搜救志愿者协会
将在哈尔滨海事局统筹部署垂直管
理下开展工作。协会要在行业管理
和业务指导下，积极引导成员单位自
觉遵守国家有关法律和安全搜救标
准，在保障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开展水
上搜救行动，及时向业务主管部门反
馈提出合理化建议以便改进工作，积
极发挥宣传作用，向社会大众宣传水
上安全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