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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佳倩

近期，省交通投资集团动作不断：投
资的哈尔滨至肇源高速公路工程建设项
目顺利通过交工验收，投资的“哈尔滨国
际冰雪汽摩园”正式开工建设……

日前，记者走进该集团，探寻这家成
立不到 4年的公司是如何带领着 1.6万名
员工奋勇拼搏，推动我省交通事业迈上新
台阶并多方突破寻求转型，力争再交上一
份令人满意新答卷的。

转型突破事业版图全面开花

11 月 24 日，由交投集团权属公路投
资公司投资建设的哈尔滨至肇源高速公
路工程建设项目顺利通过交工验收。哈
肇高速项目只是交投集团成立以来投资
的高速公路重点项目之一。

自组建以来，该集团积极推进重大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牡佳客专顺利建成
通车，哈伊高铁、哈肇高速、绥大高速、醉
美龙江 331 边防路、视频云联网、高速公
路“站区品质提升工程”“质量提升三年
行动”等一批重点项目深入实施。我省
大交通产业不断提质升级，全面完成
4200 公里高速公路 ETC 改造任务，取消
省界收费站 5座，整体进度位居全国各省
前列。

路宽了、景美了、出行更畅了、运输更
快了，交投集团把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主
业做得大做得强。

交投集团还力求实现转型突破：矿产
土地资源开发产业不断释放效能，全力推
进 19 宗探矿权勘查工作，2021 年累计完
成煤炭勘查钻探进尺20余万米，创造了我
省矿产勘查历史新纪录，稳居全国各省市
排名前十名；产业链金融和新产业培育不
断取得突破，数字经济板块“龙江公路建
设高质量发展数字化管控平台”入选国务
院国资委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100个典型
案例……

凝心聚力干事激情全面点燃

巨大的成绩，离不开强大精神力量的
引领。近一段时期，党的二十大精神再一
次将集团上下紧紧团结在了一起。

“我将切实扛起使命担当，持续深入
开展宣传宣讲，原原本本地把党的二十大
精神传达到基层、传达到党员干部群众中
去。”作为党的二十大代表，省交投集团党
委书记、董事长尚云龙在第一时间向集团
党委班子成员传达会议精神，随后召开
集团党委扩大会议，进一步传达会议精
神并部署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相关工作。

交投集团着力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这件大事抓紧抓好，抓出成
效。

从10月下旬开始，该集团就采取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分三个阶段持续推进

“集中全面学+持续深入学+巩固提升
学”，确保集团广大党员干部、职工全员覆
盖。目前该集团各级党组织累计开展第
一议题学习 406 次、党支部学习研讨 436
次、组织开展学习培训186次、各级党支部
书记宣讲453次。

在交投集团总部设置的学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宣传廊里，读书声、交谈声
不绝于耳，党的二十大精神真正实现了直
达基层、直通一线、走进职工群众，化作干
事创业的激情与实践，带领交投人迈向了
崭新征程。

聚焦发展进军经济增长新领域

12 月 7 日，由交投集团权属信息科
技公司打造的“哈尔滨国际冰雪汽摩
园”正式开工建设。它将成为省内首个
冰雪汽摩运动规模最大、汽摩运动场景
最全、等级最高的冰雪汽摩运动园区，

里面包含雪地碰碰车、冰雪卡丁车、全
地形车、极限挑战体验、直升机观光等
特色体验项目。

今年冬季，交投集团倾心打造龙江
高速公路服务区冰雪锦绣旅游带，在哈
齐牡佳等重点城市开展冰雪大篷车、冰
雪英雄会、冰雪嘉年华、冰雪欢乐谷等系
列冰雪项目，后续还将继续全力开发冰
雪旅游营地、冰雪赛事、寒地试车等关联
业态项目，助力我省冰雪经济和文旅产
业融合发展。

除冰雪项目外，交投集团发挥资源
优势，选取 24 个高速沿线收费站打造具
有龙江冰雪风情的服务区，以冰灯、冰
雕、雪雕及冰瀑等表现形式为主体，结合
收费站站区地貌情况，制作多彩冰雪展
品。

把握时代发展动向，新的产业增长
极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交投集团正深度
推进数字产业、路衍经济、冰雪产业、现
代物流和能源产业发展。交投集团产业
转型升级“排头兵”的标签更加闪闪发
光。

交投人奋力再交新答卷

□文/摄 本报记者 李淅

第十八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
博览交易会 28日下午正式开馆。我省参
展团队以“创意设计·赋能未来”为主题，
在文化产业综合馆A3馆精彩亮相。我省
展区十分亮眼，吸引了众多参观者驻足观
看。

我省展区面积达 574平方米，重点展
示了我省创意设计产业发展专项规划的
发展蓝图。展区分为“匠心工业”“黑土优
品”“璀璨工美”“激情冰雪”“数字赋能”

“时尚文创”6个部分，精心选取了具有省
内工业特制、本土特产、地域特色、冰雪特
景、科技特征、时代特点的创意设计与文
化产业标杆典范产品及成果。

“匠心工业”展区展出了由严格集团
（原名哈工大机器人集团）研发制造的小型
侦查排爆机器人，采用模块化设计，可在沙
地、草地、水泥地、泥泞路面、城市废墟等多
种地形环境下快速移动，能代替排爆人员
对爆炸物或危险物实施探测、抓取、转移、
搬运或销毁等任务。该展区还陈列有哈飞
自主研制的 AC312E 双发轻型直升机模
型、哈尔滨工程大学参与研制的悟空号暗
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模型以及中车齐齐哈尔
车辆有限公司铁路货车模型等具有代表
性、创新性、概念性工业设计产品。

“黑土优品”展区展出了蔓越莓展品，
蔓越莓展品是由抚远红海植业有限公司
种植生产，2014年引入填补了国内没有大
规模种植的空白。如今，抚远已建成亚洲

最大的蔓越莓基地。12月 4日，由抚远市
红海植业有限公司选出的 10000 颗蔓越
莓种子随神舟十四号成功落地，创下了
国内首个蔓越莓“太空育种”的先例。此
外，该展区还展出了东龙鲟鱼子酱、建三
江特色大米、飞鹤奶粉等龙江特产农产
品，同时还展出了北大仓创意设计、黑龙
江农业品牌形象及包装设计、视觉设计
等将创意设计嵌入农产品精深加工业全
产业链的最新成果，以提高农产品的品
质和附加值。

“激情冰雪”展区展示了哈尔滨冰雪
大世界、太阳岛雪雕博览会冰雕和雪雕创
意设计，亚布力、雪乡、长岭湖冬捕冰钓旅
游、连环湖冰雪渔猎那达慕等享誉中外的
冰雪景观和冰雪民俗。其中，诞生于1999
年的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总占地面积60万
平方米，是世界最大的冰雪乐园，年接待
游客超百万人次，是享誉国内外的最佳冬
季旅游目的地，多次获得包括“全球旅行
者之选”杰出景区、“全国最佳旅游景区
奖”、“年度最佳主题公园”等奖项。该展
区还展出了冰雪摄影、冰雪绘画、冰雪装
备、冰雪衍生产品等，哈尔滨乾卯雪龙体
育用品有限公司生产的新型冰刀鞋为全
塑化、刀鞋一体，无传统冰刀与鞋底间的
铆钉，采用的多项新设计理念，极大提升
了冰刀的稳定性。

“璀璨工美”展区重点展现黑龙江文
化民俗、手工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现
代设计创意的完美融合。其中有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满族刺绣·渤海靺鞨绣，

是承传 1300年前渤海国先民所使用的针
法，针法由大到小，四到八层叠加，丝线并
股参色，使其作品呈现极强的立体感，渤
海靺鞨绣作品主要以东北冰雪、民俗民风
为特色，绣品细致精巧、色彩艳丽、景色逼
真，惟妙惟肖，被誉为“刺绣中的油画”。
璀璨工美展区还有赫哲族鱼皮画、桦树皮
画、北红玛瑙工艺品等突出我省非遗作
品、制作技艺、文创工艺品等系列展品。

“数字赋能”展区重点体现我省抓住
数字经济发展新机遇，突出数字技术在提
升设计表现能力、提升数字媒体产品或数

字内容创意策划能力、丰富视觉表达和数
字传播方式等方面的功能和作用。佳木
斯市的赫哲纹案数字 IP库、大兴安岭地区
的呼中区北山洞数字博物馆、中国广电黑
龙江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的5G智慧广电云
社区、黑龙江出版集团的黑水世居少数民
族影像志等展品，全面展示了数字技术在
黑龙江创意设计与文化、生活等领域的成
果转化。

“时尚文创”展区通过视频播放、实物
展示、现场体验等方式，重点展现龙江风
格的创意设计流派作品。

黑龙江展团闪耀第十八届文博会

黑龙江展区。

本报讯（记者狄婕）记者从中国
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铁
路元旦假期运输30日正式启动。30
日至明年1月2日元旦小长假运输期
间，哈尔滨局集团公司预计发送旅客
30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7.5万人次。

元旦假期，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加
强假期出行大数据分析，科学调整运
能运力安排，陆续增开及恢复哈尔滨
至大连、齐齐哈尔、佳木斯、牡丹江、
七台河等方向 57 趟旅客列车，还将
根据节日期间旅客出行情况，在客流
需求较旺盛的区段和方向，实施“一
日一图”提前调整运力，适时启动周
末线、高峰线运行方案，采取加开旅

客列车、动车组重联、加挂车辆等措
施增加客座能力，努力满足旅客出行
需求。

针对节日期间东北地区气温明
显下降、耗煤量增加等情况，统筹运
用线路、车辆资源，优化运输组织，持
续实施电煤保供行动，加大西煤东运
工作力度，哈尔滨局集团公司管内
34家铁路直供电厂存煤平均可耗天
数持续稳定在 15 天以上，确保人民
群众温暖安全过冬。

铁路部门提示广大旅客朋友，小
长假期间列车开行具体情况及服务
信息，可在铁路 12306网站和手机客
户端查询。

哈铁元旦小长假运输今日启动

本报讯（记者狄婕）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
团有限公司结合购票大数据动态分析客流走
势，为满足元旦假期旅客出行需求，自 12月
30日起，有序增开及恢复哈尔滨至大连、齐
齐哈尔、佳木斯、牡丹江、七台河等方向57趟
旅客列车。

哈铁元旦小长假增开恢复57趟列车

本报29日讯（见习记者李成茁）
29 日，省人大常委会在省检察院召
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了《黑龙江省人
大常委会关于推进落实少捕慎诉慎
押刑事司法政策的决定》（以下简称

《决定》）。
据悉，这是全国首个省级层面推

进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
法规性决定。《决定》中明确，要严格把
握逮捕强制措施适用条件，对于罪行
较轻、主观恶性不大，没有社会危险性
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作出不批
准逮捕或者不予逮捕的决定，对于未
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移送审
查起诉、提起公诉后，案件事实、证据、
社会危险性未发生变化的，检察机关、
审判机关一般不应作出逮捕决定；就
起诉必要性审查方面规定，检察机关

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
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或者
社会危害性、人身危险性小，或者提起
公诉不符合社会公共利益，明显违背
人民群众公平正义期待，无起诉必要
的，可以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对需
要给予被不起诉人行政处罚、政务处
分或者其他处分的，检察机关应当提
出意见，移送有关主管机关处理，有关
主管机关应当将处理结果及时书面告
知检察机关；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
判机关可以自行或者委托有关社会组
织，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社会危险
性进行调查评估，作为逮捕、起诉、羁
押的参考。对适用少捕慎诉慎押刑事
司法政策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判
处管制、宣告缓刑的，依法实行社区矫
正。

我省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

本报讯（于新恬 张元强 记者
姜斌 刘畅）近日，由省人社厅组织
开展的 2022 年度黑龙江省博士后
创 新 实 践 基 地 设 立 工 作 落 下 帷
幕。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有限公
司成功获批设立省博士后创新实
践基地并落户七星农业技术推广

中心。
作为北大荒集团唯一一家获批

单位，标志着七星农场有限公司在
促进产学研融合和加强高层次人才
培养等方面迈上新高度，将为北大
荒集团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人才支
撑和科研动力。

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落户七星农场

□文/摄 本报记者 张雪地

26日，牡丹江市第 22届雪堡在该市西
安区海南朝鲜族乡中兴村正式开园。雪
堡投入运营，助推该市的冰雪旅游持续升
温，“雪城”迎来最美冰雪旅游季。

雪堡内，喜庆的爆竹、“兔年大吉”迎新
春年味十足；梦幻之旅“雪国列车”上，游客
们争相到雪做的座椅上合影留念。海狮明
星表演场地上，两位海狮明星在小朋友的
鼓励中卖力表演绝活，舞蹈、转圈、顶球、水
上芭蕾、水上冲浪……“瑞雪大吉”天街灯
饰亮化区域，网红秋千、森系松鼠、彩色灯
映衬着洁白的雪，如梦如幻，也是游客必到
打卡之地。胖头鱼、冰糖葫芦……雪堡里
最受欢迎的要数传统雪圈项目，大人小孩
都奋力拉着雪圈，感受从上而下飞驰的快
乐。

为了进一步做强冰雪旅游，今年，牡
丹江广泛开展丰富多彩的冰雪活动。其
中，镜泊湖景区作为全省唯一景区入选国
家体育旅游示范基地，全力打造综合性体
育旅游平台，已成功举办 2022中国镜泊湖
公开水域游泳挑战赛，还将在镜泊湖山庄
湖面至鹿苑岛老黑山举行新年登高活
动。穆棱市举办“全民上冰雪·欢乐在穆
棱”系列活动，海林市举办全国青少年国
防冰雪体育大赛，东宁市举办第九届全国
大众冰雪季·赏冰乐雪系列活动，宁安市
举办渤海“稻城”冰雪文化节。

城外有雪堡、近郊有雪场、远郊有雪
乡，镜泊湖上看冬捕、吊水楼上赏冰瀑跳
水……牡丹江已经成为国内冰雪旅游资
源最富集的城市之一。“游”雪城雪堡、

“享”雪乡雪村、“看”镜泊冬捕、“赏”冰瀑
跳水、“踏”林海雪原等冰雪旅游产品，形
成了独具牡丹江特色的冰雪旅游品牌。

城外有雪堡近郊有雪场远郊有雪乡

牡丹江随地可赏冰可赏冰处处可玩雪可玩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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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29日讯（记者刘艳）29日，
第17届全国大学生冰雕艺术设计创
作大赛在哈尔滨市兆麟公园拉开帷
幕。来自大连艺术学院、河北美术学
院、西南交通大学、南京艺术学院、东
北石油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哈尔
滨理工大学、黑龙江东方学院、哈尔
滨学院、哈尔滨华德学院、黑龙江财
经学院等全国11所高校的13支队伍
参加竞技。

本届冰雕大赛由中国·哈尔滨国
际冰雪节组织委员会、创意中国设计
联盟、省艺术设计协会冰雪雕设计分

会共同主办，以“冰魂舞动新时代”为
主题，采取命题与自主命题式创作，每
支参赛队伍由3名学生和一名指导教
师组成，所用冰块采用整体固定天然
冰，长1.5米、高2米、厚0.5米，供参赛
选手们尽情创意，围绕北国风光的靓
丽景致开展主题冰雕设计。参赛团队
充分运用切、旋、削、刻、铲、镂、锯等手
法，发挥空间想象力和实践技能，依托
和借助原材料特点，将作品精心打造
成拥有3D效果的完美雕塑。

比赛历时3天，31日结束。
比赛现场。 本报记者 刘艳摄

全国大学生冰雕设计创作大赛开铲

本报29日讯（记者赵一诺）29日
上午，庆祝黑龙江工程学院建校70周
年大会在该校逸夫报告厅举行。大会
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举办。

副省长孙东生出席大会并讲话。
会上，各地校友通过视频短片为

母校送上真挚祝福，国内外高校代表
通过视频致辞。会上宣读了校庆捐赠
校友企业、校友名单及招商引资校企
合作签约单位名单。

省委、省政府所致贺信指出，黑龙
江工程学院建校70年来，始终厚植在
交通、测绘等行业领域的办学特色和
办学优势，积极推动转型发展，建设特
色应用型大学，培养和造就10万余名
应用型工程技术人才，在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和龙江振兴发展中建功立
业，赢得了“工程师摇篮”的社会赞誉。

新征程新起点。该校将精准对焦
国家重大战略需要和龙江振兴发展时
代需求，建强学科建设体系，优化调整
学科专业布局，做强在交通、测绘领域
办学优势，努力开辟新赛道、打造新引
擎，推动学校高质量内涵式发展；将进
一步对接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需
求，充分释放产教融合、科教融合的活
力和潜力；将集聚学校优势学科专业、
优质科研资源、优秀师资队伍，贯通高
本硕人才培养模式，构建高水平应用
型本科人才培养体系，全面提升应用
型人才培养质量和人才的国际竞争
力。

黑龙江工程学院建校70周年庆祝大会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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