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娜 赵立波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赵宇清

雪消冰融，大地苏醒，项目建设也迎来了大干快
上的黄金期。日前，勃利县有16个项目开工建设。

走进七台河市重点项目、亿盛源清真牛羊肉食
品加工项目现场，这里的生食车间、熟食车间、速冻
车间正在进行室内装修。

亿盛源清真食品有限公司综合部经理刘丽蕊
说：“预计再有10天就能完工，完工以后就可以安排
设备进场调试了，我们预计四月初投入生产。”

亿盛源清真牛羊肉食品加工项目占地 1.2万平
方米，于去年 5月开工建设。该项目主营速冻食品
加工销售、畜禽肉类加工销售、肉类熟食制品加工销
售及肉类进出口业务。项目一期投产达效后，年可
加工销售牛羊肉 7000吨至 10000吨，年销售额预计
2亿元，税收约 4000万元，可解决 200人左右的就业
问题。

为确保域内企业能够尽早复产复工，勃利县重
点项目专班积极发挥作用，通过重点项目专班专员
包保、项目联系人包保、县领导包保的方式深入企
业，帮助企业解决各类难题，做好跟踪服务，确保重
点项目建设顺利进行。

在七台河城市供水管网改造及水厂升级改造项
目建设现场，一派忙碌的景象，管网铺设、设备安装
有序进行。为加快项目建设进度，施工单位 150多
人，两班轮岗作业。

据项目承建方、陕西有色建设有限公司技术部
负责人韩瑞银介绍，目前常规处理间、深度处理间、
送水泵房、紫外线消毒及反冲洗设备间、加药加氯
间、臭氧发生间及配电柜安装都已完成了 80%的工
程量。

城市供水管网改造及水厂升级改造项目是该
市重点民生项目，总投资 7.08亿元。项目于去年
3月 20日全面开工，预计今年 12月竣工。项目建
成后，将为七台河市 51万城镇人口提供更优质更
健康的饮用水。目前已倒排工期，争取今年 6月
试水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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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赵宇清）近日，勃利
县城区多处主次干道上出现玉米瓤子占道晾晒行为，不
仅影响市容市貌，还给过往车辆行人的正常通行造成了
安全隐患。勃利县城管局及时组织执法力量深入城区主
次干道针对晾晒行为开展专项整治。

执法人员采取疏堵结合的方式，本着以人为本的原
则，坚持人性化执法，耐心向道路沿线晾晒的居民宣讲城
市管理法规和占道晾晒的危害性，有效地整治了违章占
道晾晒的陋习，提高了居民的法制观念和安全意识，确保
了城市道路的整洁畅通。专项整治行动共劝阻占道晾晒
行为十余起，同时清理其它乱堆乱放杂物 20余处，为广
大群众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出行环境。

占道晾晒存隐患
“城市管家”来治理

本报讯（张永春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赵宇清）日
前，七台河市勃利县举行煤炭领域“打非治违”专项整治
行动百人大巡查启动。勃利县公安局、勃利县林业和草
原局、勃利县自然资源局、勃利县煤管局、国网七台河市
勃利县供电分公司、煤矿属地乡镇等部门联合发力，铁腕
出击，严厉打击非法采矿违法犯罪活动。

启动仪式结束后，煤矿“打非治违”专项行动领导小
组各成员单位明确了任务分工，迅速行动，分4个巡查组
对七台河市勃利县“人背井”和无任何证照的简单机械
井、借通风名义开采原煤的非法矿井、70处关闭矿井开
展全覆盖巡查检查。

七台河市勃利县公安局先后深入到小五站镇顺天一
井、永鑫煤矿、牧羊地52公里处等关闭矿井实地检查，对
关闭矿井关牢、停靠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再落实。
各部门、乡镇压实落靠属地管理责任，进一步明确重点监
管任务，建立网格化管理、协调联动、信息共享、线索移交
等工作机制，对煤炭领域“打非治违”坚持零容忍态度。

煤炭领域专项
整治大巡查启动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赵宇清）春耕在即，
七台河市新兴区红旗镇党委、政府邀请七台河市农业执
法支队，到红光村村委会为红旗镇辖内村民办理和更换
农机驾驶证，使农机具能够安全正常的耕作。

近日，七台河市农业执法支队和红旗镇农机站工作
人员共计16人，到红光村村委会为村民办理和更换农机
具驾驶证，村民驾驶农机具，有序排队进行驾驶证办换。
工作人员对农机安全技术检验中存在刹车不灵、方向盘
间隙过大、机件缺损等安全隐患的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
及时告知车主应立即保养维修、限期补检，补检不合格的
拖拉机和收割机严禁开展农机作业；对到期换证的驾驶
员按有关规定换发驾驶证，并宣传农机补贴惠农政策，切
实为村民解民忧、排难题，得到了农机户的好评。

此次农机具驾驶证的办换，共检测了 80余辆农机
具，及时消除了农机作业隐患，增强了农机从业人员遵纪
守法意识。

农业执法队
入村为民办证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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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七台河市有了属于自己的植物
名片。经2月28日七台河市政府常务会议
审查和3月11日七台河市第十二届人大常
委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确定七台河市
市树为山杏、市花为榆叶梅。

层层遴选 山杏榆叶梅夺魁
七台河市于 2018年 3月 15日启动“市

树、市花”评选活动，活动分为宣传发动、候
选提名、市民评选、专家评审、市政府审查、
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推广应用 7个阶
段。

在候选提名阶段通过广泛征求园林专
家意见，层层筛选后，市树选出山杏、核桃
楸、云杉等 13个候选品种；市花选出榆叶
梅、荷兰菊、红刺梅等13个候选品种。

在市民评选阶段，市树市花总投票数
为14604票，市树投票前三位为山杏、云杉、
核桃楸；市花投票前三位为榆叶梅、荷兰
菊、红刺梅。

2018年 4月 28日，由东北林业大学组
织园林专业教授成立的专家评审组召开
了七台河市市树市花评审会议，首先推荐
糖槭、五角枫、山杏、云杉为市树候选品
种，红刺梅、榆叶梅、锦带花为市花候选品
种。专家评审组通过综合分析候选市树
市花的科属品种、乡土树种具体分布情
况、乔灌木形态特征、耐寒耐旱生长习性、
经济与生态功能主要价值、植物文化等因
素，最后建议将山杏确定为市树，榆叶梅
确定为市花。

2022年 2月 28日，经市政府常务会议
审查通过，拟定山杏为七台河市树，榆叶
梅为七台河市花。其主要理由为：一是生
长习性好。适应性强，具有耐寒、耐旱、耐
瘠薄的特点，抗病力强，可以粗放式管
理。二是园林景观美。在我国北方作为

早春花木，能够通过花团锦簇来体现北国
风光春回大地、春暖花开的特有景致。三
是栽植历史久。山杏距今 2000年之前就
有栽培，榆叶梅在我国的栽植历史也有数
百年。四是分布范围广。山杏、榆叶梅在
七台河市公园、广场、街路及山体绿化等
绿化空间中已有广泛的栽植基础，全市现
存山杏约为 3万株、榆叶梅约为 35万丛。

2022 年 3 月 8 日，七台河市人民政府
向七台河市人大常委会呈交了《关于提请
审议七台河市市树、市花的议案》。2022
年 3月 9日，七台河市第十二届人大常委
会第二次主任会议听取审议通过市人大
常委会关于批准七台河市树、市花的决定
（草案）。2022年 3月 11日，七台河市第十
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听取通过市
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七台河市树、市花的
决定（草案）。

市树山杏 绿化赏花两相宜
市树山杏适应性强，喜光，根系发达，深

入地下，具有耐寒、耐旱、耐瘠薄的特点。
在-30℃至-40℃的低温下能安全越冬生
长，在 7-8月干旱季节，山杏仍然可以叶色
浓绿，生长正常。山杏定植4至5年后开始
结果，10至 15年进入盛果期，寿命较长。

杏花寓意幸福美满，是早春开花较早
的花卉之一，象征着东北冰雪期的结束，
春天的开始，人们也开始新一年的劳作。

山杏树先花后叶，花开满枝，常常一
树银白或粉红之色。仙洞山、桃山、万宝
山、万寿山……几乎每一座七台河的山上
都有山杏的身影。

山杏观花类型的观赏性可应用于城
市公园，创造独特的绿色景观和营造良好
小环境，也可与其它绿化树种有机组合配
植，形成优美恢宏的群落景观，还可成片
种植自成一景。

在城市道路绿化方面，山杏也具有很
大的观赏效益。它对改善环境、绿化城市

空间和区分空间有重要作用，可以与其它
植物如与垂柳、花灌木等，以便实现多层
次、多季相的连续性景观。

在居住区种植山杏，可以丰富庭院的
色彩，打造出自然宜人的景观，提高居民
生活质量。

花团锦簇 市花榆叶梅迎春来
榆叶梅常生于低至中海拔的坡地或

沟旁乔、灌木林下或林缘，喜光耐寒，能
在-35℃下越冬。它根系发达，耐旱力强，
适于北方干旱少雨的生长环境。

作为早春花木，榆叶梅绽放的艳丽花
串总是能让人第一时间感受到北方春回
大地、生机勃勃的景致。榆叶梅耐修剪、
萌芽力强、容易繁殖，常以播种和嫁接的
方式进行繁殖。它对土壤的要求不高，目
前国内对榆叶梅基本为粗放式管理。园
林布置时孤植、列植、丛植均可，还可用于
盆栽、盆景、切花等。

在七台河的每一条街路上，几乎都可
以看到榆叶梅的身影，桃山公园、仙洞山
风景区、人民公园、万宝公园、庆余公园
都有榆叶梅景观，目前它已成为城市绿化
中被应用最为广泛的花卉。

榆叶梅花语为花团锦簇和欣欣向荣
之意。它代表着七台河市像榆叶梅一样，
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记者从七台河市园林事业发展中心
了解到，七台河市 3月底前将制定完成四
区一县、市直机关等相关单位市树市花推
广方案，推进各单位结合工作职能，在开
展庭院绿化、公共交通绿化、居住区绿化
等栽植中广泛应用山杏和榆叶梅。4月至
5月各个单位将结合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工
作开展全民义务植树活动。

七台河市园林事业发展中心总工程
师李艳告诉记者，山杏与榆叶梅的花期都
在 4月末，待它们在全市推广种植后，每年
春天七台河都将被笼罩在花海之中。

从这个春天开始 山杏榆叶梅相迎
七台河市树市花诞生记

数字化改造为工业发展按下加速键

□杨娜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赵宇清

走进勃农兴达机械有限公司的机加车间，冷加工车床已全部采用数控装置，一名工人可轻松操控两三
个电动机床，既避免了冲床下料的安全隐患，又减轻了劳动强度。实施数字化车间改造后，这家企业1度
电创造的产值，由原来的88元提升至现在的123.2元。

在七台河，产业数字化改造正在拓展着工业生产的可能性边界，不仅令企业释放出更多潜能，也为工业
发展按下了加速键。

数字经济被列为七台河市今年的“一号工程”，勃农
兴达机械有限公司乘着数字经济发展的春风，今年申报
了智能精量播种机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对现有生产线进
行数字化“有中生优”改造，为企业发展赋能。

勃农兴达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玉柱信心满怀地
说：“去年公司产值1亿多元，今年我们换上先进设备，产
值一定能实现翻番，达到2亿元以上！”

李玉柱的信心源于勃农早年的实践。2018年，勃农
公司开始在提升农机具数字化水平上下功夫，并在生产
设备智能化上加大投入，极大提高了农机具播种效率。
2018年至今，该公司已先后投入 3000多万元建设“农机
行业信息服务平台”项目，引进激光切割组、焊接机器人
等智能设备。企业的锻压车间通过数控移动系统，移动
光斑照射位置实现自动切割，切割料平整美观、精度高、
质量好；机加车间冷加工车床全部采用数控装置，降低了
安全隐患，大幅度减少了损耗；锻压车间一台焊接机器人
能完成过去3至5人的工作量，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合
格率。

“自动焊接机器人干活儿真是保质保量，效率极高，每
天自动焊接吨位能达20吨，比照以前翻了 4倍！”李玉柱
亲眼见证了生产车间实现数字化改造后带来的变化。

随着智能化加工设备在勃农公司生产各环节的应
用，企业生产制造过程逐步实现了数字化、信息化和网
络化管理。产品制造过程中，数控化率达 85%，生产效
率提高了 52% ，产品合格率由原来的 98% 提升至
98.24%，运营成本降低 25%。正是应用了智能化设备，
勃农公司的核心产品——精密播种机，成功在全国市
场抢占到大量份额。

数字化改造带来惊人变化

作为一家民爆器材生产企业，黑龙江海外
民爆器材有限公司成立21年来，面对市场的冲
击，3次升级改造生产线，借助智能化设备，提
升了企业的生产能力。

在黑龙江海外民爆器材有限公司监控室，
可以清晰看见各车间有序运转的数字化生产场
景。

海外民爆器材有限公司主导产品是各种型
号和用途的工业用乳化炸药，为进一步降低安
全隐患、提高产品稳定性，2021年 4月，企业引
进了先进的生产设备，建成全国同类行业单体
产量最大的生产线，其中投资约 600多万元的
贴标系统、包装系统、装车系统等都处于全国领
先水平。

新生产线的投入使用，实现了企业生产过
程各环节的智能化，也让企业的生产线智能化
与自动化水平进入全国先进行列。海外民爆器
材有限公司安全技术部副经理郭亚娟说：“这条
生产线让企业的年产量从原来的 6000吨提升
到现在的1.8万吨。从原材料生产到制药，再到
装药和包装工序，包括最后装车，都实现了机械
化、智能化生产。车间从原来的30多人减少到
了现在的 5人，生产的安全系数和质量都有了
大幅提升。”

目前，海外民爆器材有限公司已成为集民
爆器材生产、专卖和爆破为一体的现代化综合
性民爆企业，产品销售辐射全省各地以及吉林、
辽宁等地。

智能系统为生产一键提速

国内大型实木家具制造基地——双叶家具实业有限公司中有我省
首批认证的数字化（智能）车间，车间的智能设备会在电脑的集中控制
下，有条不紊、精准地执行中控中心的指令，将原材料板材变成一件件
标准的家具部件。这些家具部件会在下一道工序中组合成客户需要的
精美家具。

据介绍，双叶家具实业有限公司从2008年起就从国外引进了机器
臂、数控机床、智能化生产和实验设备。现在企业数控设备在总设备数
中占比为 80%；自动生产线在总生产线中占比为 74%。整个家具部件
生产过程实现了大数据管理，通过信息采集将产品从选材、生产、仓储、
物流及安装等环节进行自动连接管理，企业生产效率大幅提高。

按照国务院《“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和省《推动“数字龙江”
建设加快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相关要求，七台河市委
市政府成立了七台河市数字经济发展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并出台了
《七台河市推进数字经济发展实施方案》。

今年，七台河市将推动生产加工型企业广泛运用数字化、网络化、智
能化技术改造提升生产设备数字化水平，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开展智能生
产试点示范，建设智慧矿山、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推行个性化定制、网
络化协同、智能化生产等基于互联网的制造业新模式，推动优势企业积
极发展电子商务，从“生产制造、加工组装”向“制造+服务”转型，从“卖产
品”向“产品+服务”转变。

企业数字化水平将全面提升

工人正在操控光纤激光切割机工人正在操控光纤激光切割机。。 马洪友马洪友摄摄

榆叶梅。

山杏。

七台河市园林事业发展中心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