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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在法治轨道上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遵
循，是引领法治中国建设在新时代实现更
大发展的思想旗帜。近年来，牡丹江市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加强党
对法治工作的领导，以“任务+责任”清单
方式部署法治工作，一体推进法治牡丹江、
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为牡丹江晋位争
先、振兴发展提供了坚强法治保障。

一、强化法治思维，持续增强依法执政
本领。高质量推进党委（党组）述职述法试
点工作，强化党政主要负责人第一责任人
职责，采取“研判+述法+点评+整改”方式，
建立问题、责任、整改三个清单，常态化推
进市委市政府常委（务）会会前学法、理论
中心组学法，以上率下坚定法治信仰、树牢
法治思维、强化法治意识，推动依法治市建
设各项部署落到实处。深入开展法治政府
示范创建活动，严格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
度”，规范行政裁量权标准，全市24家执法
单位统一执法文书格式。持续优化营商环
境，认真落实“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机制，
推广行政柔性执法和轻微违法行为免罚、
免责清单等制度，开展营商环境保护民企

发展专项法治督察，经验做法受到中央和
省委法治督察组肯定。

二、强化司法为民，坚决维护社会公
平正义。深化司法责任制改革，深入开
展案件质量评查，加强对司法活动全链
条监督，出台“打官司不求人”实施意见，
第三方评估当事人满意度为96.87%，公
开审判工作走在全省前列。充分发挥互
联网便捷高效的优势，开通“移动微法
院”“云庭审”，打造“24小时自助智慧法
院”、智能诉状生成系统等品牌，疫情期
间为群众在线提供诉讼服务，实现“指
尖”立案、“云端”调解。切实维护群众利
益，开展“雷霆2022雪城扫赖”执行攻坚
行动、“农民工”根治欠薪专项行动，严厉
打击拒执犯罪行为，今年以来执行到位
金额12.2亿元，为3935名农民工追发工
资1.06亿元。依法依规落实疫情防控措
施，加强涉疫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有效维
护企业经济利益。积极为高质量发展保
驾护航，成立自贸区绥芬河片区中俄商
事调解中心，在全省率先组建旅游警察
大队，在重点旅游景区成立旅游巡回法
庭，市县两级法院设立环境资源审判庭

（团队），打造“阳光司法·生态雪城”环
境资源司法保护品牌。

三、强化依法治理，不断提升社会治
理效能。系统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试点建设，综治中心实现市县乡实体化运
行全覆盖，建立“一网统筹”网格化服务管
理格局。强化“调解便民”，在全省率先成
立专业人民调解中心，实施“一站式受理、
全方位联动、多层次化解”新型调解模式，
建立人大代表调解工作站、政协委员社情
民意工作站，聘任80名人大代表和政协
委员担任咨询专家和兼职调解员，实现资
源共享、优势互补。强化“立体防控”，深
入推进“雪亮工程”，建成集数据警务、反
诈、电子数据鉴定、融媒体和民意测评中
心于一体的“五大中心”，实现治安状况智
能管控、精准预警、快速处置，破获“12·9
特大伪造货币案”，连续10年现行命案全
破，连续4年获得全省平安建设优秀地
市。强化“多元共治”，加大基层社会治理
创新力度，搭建“党群通基层治理智慧平

台”，实行群众随手拍、社区受理、分级处
置、一网通办的民生问题处理机制，推进
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四、强化教育引导，厚植城市文明法
治底蕴。深入开展宪法、民法典和党内法
规宣传教育，不断提升全民法治意识和法
治素养。举办习近平法治思想网络培训
班，全市机关干部共3526人参加培训。
加快法律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基层公共法
律服务中心实体平台全部建成，全市876
个村（居）法律顾问实现全覆盖。创新普
法方式方法，市检察院成立法治巡讲团，
在全市中小学推出“菜单式”法治教育，

“法治进校园”工作受到最高检通报表彰；
各级法院常态化开展“公众开放日”活动，
广泛邀请社会各界走进法院、感受司法。
建强法治宣传阵地，建设法治文化景观公
园，打造流动普法风景线，持续营造全民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浓厚氛围。

（作者系牡丹江市委书记、市委全面
依法治市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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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铭阳
见习记者 杜清玉

在黑龙江省林草局的“林草数字
中心”，“天空地”一体化林草火情协
同监测预警体系，正借助 11颗卫星
的全天候航天遥感监测，实现每天
140次以上的监测频率，可发现最小
过火面积仅为14平方米的火情。通
过感知探头和无人机的空中监测，可
实现24小时火场信息实时回传。通
过对9项森林火险因子地面监测，还
可实现森林可燃物物候特征多维感
知，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防
患于未“燃”。

该预警体系正是由黑龙江移动
公司构筑，“数字林草”平台通过建设
政务、生态、产业和安全四大体系以
及 32个业务系统的智能化集成，实
现对全省林草资源精准定位、精准保
护、综合监测和动态监测，为林草生
态建设修复、管理提供科学依据。数
字林草平台的“诞生”，意味着关于我
省林草的各类数据信息从“碎片化”

“孤岛化”改变为集中化的统一管理，
搭建了互联互通的桥梁。

省林草局工作人员介绍，黑龙江
地域辽阔，林草资源丰富，想要实现
对全省森林草原的实时监测和综合
保护，就必须借助高科技、大数据和
5G技术来实现。“数字林草”平台的
应用改变了传统依靠瞭望员人工定
位、逐级报告、既耗时又耗力的森林
草原防火机制。

据黑龙江移动相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部分林草单位已经建设指挥级
数字超短波通讯网络，重点解决了各
级林草机构与前指火场通信的互联
互通，使省、市、县三级林草机构的语
音通信通畅率接近100%。依托于数
字林草平台的各种高科技和新手段，
让其成为守护我省生态安全的“智慧
眼睛”，有效守卫龙江的广袤森林、草
原和湿地。

不仅是林草领域，5G赋能千行
百业正在逐步变为现实，在哈尔滨数
据中心的展厅里，记者看到了 5G应
用成果的各种展示：“5G+智慧矿山”
使得井下数据实时传输，在地面可对
井下了如指掌；“5G+医疗”让患者

“上车即入院”，及时得到救治；“5G+
工业”远程一键操作实现天车无人
值守……

5G赋能的背后，正得力于“算力
底座”不断夯实。

炎炎夏日，哈尔滨数据中心正在
进行三期工程建设的准备工作。哈
尔滨数据中心总经理池海清介绍，早
在 2015年 12月，哈尔滨数据中心一
期工程的 3栋机房楼及配套设施就
已投产，形成 10252个机架的装机能
力。2018年 6月，一期工程的 4栋附
属楼宇投产，形成具备 IDC服务、办
公服务、餐饮服务和住宿服务一体化
的运营服务能力，是目前东北区域唯
一具有独立一体化运营能力的超大
型数据中心。三期工程全部投产后，
哈尔滨数据中心总装机能力将达到
2.9万架。

算力基础设施建设，为数字经济
蓬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池海清说，
我们将超前布局云服务、算力产品、
低成本光磁存储、AI、大数据资产运
营等领域产品，充分发挥哈尔滨数据
中心区域技术能力和成本优势，将其
打造为全国温冷数据存储中心、京津
翼等热点区域业务的容灾中心、省市
政府信创云基地。补齐全国算力网
络东北部“缺口”，落实算力资源和数
据要素由东南至西北的全国性贯通。

2022世界 5G大会召开在即，大
会将设置1个开幕式主论坛，14个分
论坛/主题研讨会，线上线下相结合。
立足全球视野、国际标准、龙江特色，
重点围绕以5G为核心的新一代信息
通信技术产业链各环节的创新与发
展，聚焦数字产业化与传统产业数字
化转型升级，诠释生态共建理念，展
现行业标杆应用，凸显区域特色产
业。“中国移动准备了390平方米的展
厅，展示内容聚焦5G智慧城市、5G智
慧医疗、5G智慧工厂、高精度定位、移
动云等领域。展区还将设立多媒体互
动区，参展观众可以体验赛车游戏，通
过模拟方向盘、脚踏反馈器、手排挡等
感官体验装置，复刻方向盘、刹车、油
门真实反馈实时互动，让用户感受到
元宇宙数字世界带来的沉浸式5G云
游戏畅享体验。”黑龙江移动政企事业
部能力统筹室经理李鑫说。

看黑龙江移动
如何赋能千行百业

本报4日讯（于晓霞 记者刘柏
森）4日，虎林市首届企业家节暨第
六届寒地荷花节开幕。

来自省内外 260 余名特约嘉宾
参加了开幕式，各地企业家齐聚虎
林，共赏荷花美景，共话发展大计。
开幕式上，宣布每年的 8月 5日将成
为虎林市的企业家日，并为部分知名
人士及企业家颁发荣誉市民证书、招
商顾问聘书、投资顾问聘书和经济顾
问聘书。

开幕式上，虎林市相关负责人重
点推介该市的稻米深加工、红小豆深
加工等12个招商产业项目和红色旅
游资源及产品。举行了虎林红色旅
游开发战略合作项目、虎林农贸市场
建设项目、粮食加工贸易综合体项

目、珍宝岛药业三期项目和汽车产业
园建设项目等9个项目的签约仪式。

活动举办期间，虎林市还组织召
开了绿色食品精深加工企业交流会、
红色旅游发展论坛、数字经济和创意
产业论坛和汽车论坛。

本次活动以“荷缘合愿·合作共
赢”为主题，为期 2天，包含开幕式、
域内优秀企业路演、名优产品展览、
发展论坛、踏查旅游资源、观看旅游
风光画展等丰富内容，旨在以荷为
媒，以节会友，扩大虎林知名度和影
响力、拓展招商引资空间、推进旅贸
合作进程，推动虎林经济发展向更高
水平跨越。

月牙湖内的野生荷花。
于晓霞 本报记者 刘柏森摄

本报讯（杨启坤 记者潘宏宇）最
新统计结果显示，今年上半年双鸭山
市外贸进出口总值10.7亿元，同比增
长 36.6%；其中，出口 6 亿元，增长
43.6%；进口4.7亿元，增长28.5%。

作为双鸭山市对外经贸的窗口，
饶河海关统筹疫情防控和外贸稳增
长，结合辖区实际，主动作为，持续提
升通关效率、服务惠企利民、扶持优
势特色产业发展，优化口岸营口商环
境，提升监管服务效能，保障辖区白
瓜子、杂粮、大米等优质特色农产品
稳质增效和通关顺畅。

饶河海关畅通关企联系渠道，积
极答疑解惑，开展“送政策上门”活
动，深入地方政府和辖区白瓜子、杂
粮、大米等重点进出口企业宣讲
RCEP、AEO认证培育、“两步申报”

“两段准入”“抵港直装”“船边直提”等
便利通关政策，为企业提供差别化服
务。针对办理电子底账、因船期延误

导致单证过期、抽采样送检时间较长
等问题制定针对性帮扶措施，根据商
品种类、业务量、加工出口周期等不同
特点，建立企业档案和帮扶台账，专人
对接、专项对口，实现“一对一”全程帮
扶。对部分农产品出口企业船期临近
出证业务，帮助加急送检企业联系第
三方实验室，争取检测顺序调前，为企
业节约时间成本。落实“预约查检”和

“上门查检”工作制度，在货物抵达目
的地查验场地后第一时间同步开展查
检作业。快速办理电子底账签发和证
书拟制，100%实现当日申报，当日办
结。实行“7× 24”小时无障碍通关，保
障优势农产品出口“零延时”。

双鸭山市外贸进出口保持稳定
增长态势。上半年，农产品进出口增
势喜人，上半年农产品出口3.3亿元，
增长24.4%，占出口总值的55%；农产
品进口6320万元，增长375.2%，占进
口总值的13.4%。

双鸭山市外贸进出口
同比增长36.6%

虎林举办首届企业家节
暨第六届寒地荷花节

本报讯（记者王彦）炎炎夏日，酷暑难
当。黑龙江省总工会及时部署关爱职工
身心健康“送清凉”工作。据悉，今年除了
为广大职工送防暑降温物资外，工会系统
还“加送”政策宣传、健康体检、法律维权、
健康培训，以“清凉大礼包”保障广大职工
在高温天气安全作业，助力龙江奋战三季
度实现全年经济发展总目标。

哈尔滨市总工会聚焦重点项目开展
走访慰问活动，下拨送清凉专项资金

131.5万元，为走访慰问单位及企业发放
慰问品折合资金近30万元，勉励广大项目
建设者发扬主人翁精神，共同谱写哈尔滨
新时代劳动者赞歌。

北安市总工会在“送清凉”过程中，详
细了解各项工程的进展情况，要求企业及
相关部门关心关爱一线职工，科学合理安
排作息，严格落实防暑降温措施，让“清
凉”与“生产”同步，“健康”与“发展”同行。

聚焦重点人群，七台河市总工会慰问

一线民警、送餐员、快递员、环卫工人等户
外劳动者，为他们送去冰红茶、矿泉水、西
瓜、毛巾等防暑降温物资，并要求各级工
会切实做好户外劳动者防暑降温工作。

结合“送清凉”活动，哈尔滨市总工会
还积极做好工会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建设
工作，切实解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吃饭
难、喝水难、休息难、如厕难”等实际问题，
切实增强户外职工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在齐齐哈尔市，龙沙区总工会把“夏

送清凉”和建立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行业工
会相结合，在为亿铭代驾、禾速传媒、龙妹
家政等企业送去防暑降温物资的同时，指
导企业建会入会，加强职工之家的会、站、
家一体化建设。

送清凉、保安全、促发展。作为龙江
工会的服务品牌，“夏送清凉”活动不断完
善方式载体。截至目前，全省各级工会共
筹集送清凉资金 745万元，将清凉与爱送
到职工的心坎上。

745万元“清凉大礼包”送到全省一线职工手中

□本报记者 刘瑞

4日，冰城中午气温突破 33℃，上午 11时，
在南岗区西大直街与龙江街附近，南岗区清洁
一大队荣市三小队 6名环卫工人正对人行道和
路边花坛进行加细清扫。今年 58 岁的王爱苓
是荣市三小队队长，和同事们连续工作几个小
时的她，早已汗流浃背。“三伏天格外热，大家
身上的衣服总是湿了干，干了湿。”王爱苓擦去
额头上密集的汗珠笑着说。

持续的高温对绿化苗木来说是一场大“烤”
验。4日 10时，在香坊区中医药大学附近绿化
带，香坊区园林绿化管护中心高级工毕子昂和
孟宪峰正拿着水枪为绿化带内的龙翅海棠进
行浇水。“绿化带旁边都是沥青、水泥路面，一

天晒下来，地表温度特别高。”毕子昂告诉记
者，“海棠、牵牛花、串红，在天气热的时候每天
要浇一次水，而五色草至少要浇两遍，才能确
保其水分充足。”

4日 13时，在香坊区保健路与三合路交口，
58 岁的市政道路工程处的工作人员马家君正
在指导着 4名工人利用切割机在水泥路面指定
区域进行维修。“这几天温度高，作业时确实
很遭罪，后背的衣服早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湿
透了，但这样的天气却对维修十分有利。”马
家君说。“沥青基本是 180℃左右，我们作业周
围的温度起码在 100℃以上。一天下来，红彤
彤的皮肤，一碰都疼，但看到市民出行顺畅，
再累也值得！”马家君望向平整的路面，笑着
说道。

他们用汗水守护城市“颜值”

□本报记者 狄婕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迎
来客流高峰，7月份累计发送旅客 629万
人次，日均发送旅客20.3万人次，环比增
长 65.7%。近日，记者走进多个站段工
区，体验铁路职工奋战在高温酷暑中，保
障旅客出行平安的艰辛。

“天线角度已经调整好，塔下测试一
下场强是否达标。”8月 2日 9时，鸡西西
高铁通信车间鸡西西作业工队工长潘玉
龙，头顶烈日，“全副武装”地登上45米高

塔，在 45米高的铁塔顶端用对讲机与工
友们说道。通信铁塔的作用与“WiFi天
线”一般，是列车与车站调度取得联系的
通道，如果通信质量不好，会影响列车运
行甚至停车，责任重大。28岁的潘玉龙
所在的工队，负责牡佳高铁沿线上 10个
基站、11个直放站、8个视频铁塔的通信
设备调试维护工作。

当天地表体感温度已经近 40 摄氏
度，登上 45米的高塔，阳光直射，炎热难
耐，“咱东北天气寒暑温差将近有70摄氏
度，铁塔天线受热胀冷缩影响，天线角度

发生偏移，细微的偏差都可能对通信网
络覆盖造成影响。”潘玉龙说。

8月3日下午，佳木斯的最高温度32
摄氏度。在佳木斯机务段内燃机车库
内，保洁工人顶着烈日和机车散发出的
高温，清洗入库机车。14点 30分，一台
机车驶入机车库，车身的温度就像一股
热浪涌入库内。佳木斯机务段运用二车
间小辅修保洁二班的保洁人员已经做好
准备。

保洁工杨文山穿着橡皮防水衣，帽
子、手套，带着头灯，准备下到地沟，清洗

车底。为了防止混着机油的污水流入袖
子里，防水衣和手套连接处还要缠上胶
带，一番准备下来，他已经大汗淋漓。杨
文山说，地沟里窄，站不起来也蹲不下，
要用半蹲的姿势，拿高压水枪冲洗，在高
温天气下作业，那种滋味只有体验过的
人才懂得有多难受。负责保洁机车内部
的车浩东忙了半个小时，就要出来透透
气，“车里太热了，一次作业两到三个小
时，得出来透气四五次。”他说。脱下厚
厚的雨衣面罩，尽管外面的空气也很热，
可对于车浩东来说，却是无比的清凉。

高温中攀高塔 炙烤下洗机车

□仇建 温天禹 本报见习记者 王迪

炎炎夏日下的哈尔滨机场，机坪如同一个露天“烤场”，地面温
度超过50摄氏度。哈尔滨机场机坪工作人员顶着如火的烈日，坚
守在航班保障的最前线，用辛勤和汗水守护着旅客平安出行。

据了解，夏季高峰期，机务人员每天要保障过站航班近200架
次，机务人员按照过站工单上的内容从机头开始，右侧机身、发动
机、轮舱、机翼、机尾再到左侧，一圈下来机务人员的衣服就湿透
了。

相比机坪的燥热，货舱简直是个大“烤箱”。每当飞机在机位
停稳后，装卸员便猫着腰、半蹲着身子，将到港的行李货物一件件
地转卸到拖盘上，所有工作要在40分钟内完成。一天航班保障下
来，身上衣服经常是湿了干，干了又湿，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衣服湿
透了多少回，一天要流多少汗，每人一天能喝掉十斤水。

日检航班200架
每天喝掉十斤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