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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市道里区司法局

面向省内公开选调基层司法所工作人员通知

哈尔滨市道里区司法局拟面向省内机关、事业

单位公开选调司法所工作人员 12名，其中，行政编

4名，纯公益类事业编 8名。

报名时间：2015年 12月 23日至 2016年 1月 6日
（节假日休息），报名地点：哈尔滨市道里区安化街

103号（哈尔滨市道里区司法局）。

详情请查询：哈尔滨市司法局官网（http://
www.hrbsf.gov.cn/）、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政府网

（http://www.hrbdl.gov.cn）《2015 年道里区司法局

省内公开选调司法所工作人员公告》。

咨询电话：84517445
道里区招聘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5年12月22日

最美 边防警察

筑梦龙江筑梦龙江 我的创业梦④

本报讯（记者董新英）一根茄子接受了多少阳光雨露？它
生长的土壤条件是什么样的？在林甸县润琦集团，通过扫描
蔬菜外包装上的二维码，农产品在生产、加工、流通各个阶段
所处位置、责任主体及质量安全相关信息一目了然。

润琦集团工作人员介绍，为了提高现代化管理水平，2015
年，集团投资 280万元建设了集棚室远程环境监控、产品质量
追溯制度、网络销售三位一体的GMMS设备管理方平台。通
过互联网+棚室环境监控设备，棚室内的传感器测量到的空
气温湿度、土壤温湿度、二氧化碳浓度、光照度强度、土壤EC
值、土壤 PH值等数据通过GPRS上传到服务器上，可以支持
在互联网和手机APP进行浏览查看。也就是说，只要消费者
在手机里下载一个APP，可以了解到入口的每一样果蔬经历
了怎样的生长过程，生长环境、土壤湿度、生长周期所有信息
都能看到，同时APP也是一个销售平台，可以自主购买心仪

的农产品。通过这个管理平台，可以 360度无死角远程看到
棚室内的情况，同时顾客可通过电脑和手机对电商网站进行
访问，通过电商平台，进一步扩大了销售渠道。

一位市民现场扫描了一盒西红柿上面的二维码，进入
APP下载页面后，即打开了产品输入的全部信息，同时还点击
功能项进入，查看了该蔬菜品种的种植环境参数，她还尝试点
击电子商城登录蔬菜基地的电商网站，了解到了更多基地生产
的农产品信息。这种运用现代信息、通讯、条形码标识等技术，
跟踪和溯源农产品的“前生今世”的做法为该集团吸引了稳定
的会员客户。据介绍，润琦果蔬生产基地年产果蔬4千万斤，目
前基地发展会员280个，数量还在控制中，预计明年发展会员达
到2000个以上。目前，每周二、五配送蔬菜两次，每次四个蔬菜
品种，四次一重复，全年均衡供应，营养搭配均衡，价格固定。

在基地生产中，润琦集团实行从种子、肥料、育苗、定植、

管理、收获、包装、标识、运输到销售“十统一”的一体化管理模
式，解决了农户建棚筹资难、种植技术匮乏、市场销路不畅等
诸多问题。根据北方冬季寒冷漫长的特点，针对不同群体消
费需求，以高产、优质、抗寒、抗病虫为标准，科学选择品种，安
排茬次。园区种植涵盖了茄果类、叶菜类、根茎类、瓜果类等
4大类 50余个品种，这些品类的农产品都可跟踪可溯源。每
一棵蔬菜都有身份证，这让消费者吃的放心，农产品长出了
APP，现代农业在互联网时代有了成功的样本。

林甸 扫码识蔬菜 农产品里长出APP

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加快农业结构调整

本报讯（盛轩）2015年 12月 21日，
黑龙江省深化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制
度改革工作会议在哈尔滨召开，省深
化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工作
领导小组组长、副省长胡亚枫到会并
做重要讲话。

会议由省深化国有企业负责人薪
酬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省
长助理、省国资委主任赵杰主持，省
深化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
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厅长夏立华传达了《关于
做好全省地方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制
度改革工作的通知》和《关于做好省属
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工作的通
知》。胡亚枫在讲话中充分阐述了薪
酬制度改革的重要意义，对全省贯彻
落实省委薪酬制度改革文件提出了明
确而具体的要求，一是统一思想、提高
认识，高度重视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
制度改革工作；二是加强领导，明确责
任，认真完成省委、省政府的工作部
署；三是认真研究，落实政策，确保薪
酬制度改革工作顺利进行三项工作
要求。

省深化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
改革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的分管领
导和相关负责同志以及其他有关省直
单位分管领导和相关负责同志参加了
会议，各市（地）、绥芬河市、抚远县的
分管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在各地
分会场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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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仇建 韩阳 记者狄婕）记者从民航哈尔滨售
票处了解到，为满足广大旅客出行需求，22日起，东海航
空将开通哈尔滨至南昌至海口航线。

据悉，该航线由东海航空B738机型执行，每日一班，
航班号为 DZ6263/4，具体时间为，10 时 55 分从海口起
飞，13时 10分到达南昌，14时 25分从南昌起飞，18时 05
分到达哈尔滨；19时 05分从哈尔滨起飞，22时 35分到达
南昌，23时 30分从南昌起飞，次日 01时 35分到达海口。
该航线将为哈尔滨、南昌、海口三地间经贸往来和旅游业
发展搭建新的空中桥梁。

哈尔滨至南昌至海口

“候鸟”老人多一条新航线

日前，哈尔滨市王兆新村小学分校每个学生都收到
了一件社会爱心人士捐赠的美观又保暖的冬衣，让孩子
们在寒冷的冬季感受到了浓浓的暖意。该校校长闫秀芬
介绍，位于哈尔滨市朝阳镇前进村的王兆新村小学分校
共有在校生 134人，大部分学生的家长都是农民工或外
地来哈务工人员，不少孩子家庭条件艰苦。这次黑龙江
省商务合作促进会携手北京北方汇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为全校孩子每人送上一件冬衣。爱心企业负责人刘金龙
告诉记者，为了激发每一位员工的社会责任感，该公司成
立了党团组织，号召每一位党员、团员和积极分子为这些
贫困家庭的孩子献爱心。 本报记者 程瑶摄影报道

爱心送暖进校园

新华社哈尔滨12月21日电（记者梁冬）记者从黑龙
江龙煤集团七台河矿业公司新兴煤矿“12·17”事故救援
指挥部了解到，经过多日的抢险救援，20日 22时 15分，
救援人员在井下发现了 3名失联矿工遗体，事故搜救工
作宣告结束，善后工作陆续展开。

12月 17日 21时 43分，龙煤集团七台河矿业公司新
兴煤矿三水平西六采区-600主运巷钻场打钻作业时，发
生煤与瓦斯突出事故。经核查，确认该采区当班入井 67
人，事故发生后安全升井 64人，3人失联。

龙煤集团七台河新兴煤矿事故搜救结束

3名失联人员全部遇难

本报21日讯（谭琦 记者刘亿服）由省委宣传部、佳木
斯市委宣传部、富锦市委宣传部、中央新影集团、杭州智威
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天马兴业（北京）影视投资有限公
司、黑龙江汇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摄制的大型纪录电
影《死于1943》21日上午在佳木斯市举行封机仪式。

据介绍，纪录电影《死于 1943》原名《迷局》，是今年
年初以来，佳木斯组织开展的纪念抗战胜利 70周年“十
个一”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继六集抗
联纪录片《铁血三江》、《三江抗战文丛》系列丛书之后本
年度该市纪念抗战胜利系列活动的收官之作。影片以
佳木斯爱国志士常隆基刺杀侵华日军中将楠本石隆历
史事件为主线，深度发掘和揭示了事件背后隐藏的一系
列不为人知的秘密，运用详实的历史资料和亲历者的讲
述，为观众拨开历史迷雾，还原事件真相。

纪录电影《死于1943》封机

□本报记者 孙佳薇

“我的创业历程其实就是我与家政服务行业的故事。”大
庆市百湖家庭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宝凤说起自己的创业
经历有那么一种云淡风轻。

2002年，大学毕业的王宝凤以求职者的身份敲开了大
庆市妇联家政服务公司的大门，就这样，她与家政服务结缘
了。一年后，她在让胡路区创办了自己的家政服务公司，开
始了创业之路。

那时候，“家政”这个概念还没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一
个人，一张桌子，一部电话，老板就是员工，员工亦是老板，宣
传、公关、接待、办手续，全是我一个人，常常是白天跑事，晚
上想事。”王宝凤每天骑着自行车，从让胡路的麦家屯一直骑
到长青，再骑到奔二村……到处去贴广告，一直贴到天黑。
没有业务上门，她就一家一家医院地走，见到孕妇就介绍。

在经历了一番身心俱疲的“跑单”后，公司接到的第一单
生意是去一家妇产医院护理一个早产婴儿，王宝凤决定亲自
上手。“整整三天三夜，我坐在小板凳上，精心看护，一合眼就
感觉孩子在哭，家长在看。”王宝凤清楚地记得那时的情形。

“一天夜里 10点多，孩子又哭又闹，不知道是没包好还是奶
水温度不适，或是其它什么原因，孩子就是不喝奶。”这让刚
刚二十出头的王宝凤束手无策，她当时甚至想放弃这份工
作。几经思想斗争，最后还是咬牙挺过来了。

王宝凤看护孩子的尽心尽力，让她的家政服务公司赢得
了医院妇产科所有医生护士的信任。然而，就在出现希望的
同时，公司也开始面临问题——“月嫂们还是太缺乏实践经
验了！”那时候在大庆，月嫂培训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理论
知识除了医生讲的，就是跑遍所有大大小小的书店，翻阅、记
录、整理书本东西，再讲给学员听。渐渐地，月嫂大姐的业务
水平得到很大提升。公司月嫂服务品牌也在大庆市场上叫
响，甚至上海、北京等地的一些客户也都通过大庆的亲戚来
签约。

就这样，王宝凤和公司里的姐妹们成为大庆月嫂行业的
开拓者，慢慢形成了一套严格、科学的育婴管理、服务体系。
2012年，王宝凤作为主编参与编辑了我省育婴服务地方标准。

13年创业历程，王宝凤亲身经历了家政中介到家庭服
务的发展，见证了大庆家政服务业态的发展变迁。随着家
政服务公司不断发展壮大，业务范围也从最初的月嫂、保姆
服务发展到婴嫂、护工等产业化、链条式服务。公司也从最
初的一家小公司发展成中等规模企业，月嫂服务已经走出
了大庆，遍及龙江，进军北上广，最近已经漂洋过海到了新
加坡。

王宝凤 将月嫂服务做到新加坡

本报讯（记者闫紫谦）17日上午，省十二届人大常委
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分组审议了《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关于
省政府开展“十三五”规划编制情况的调研报告（书面）》。

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省人大常委会针对我省“十三
五”规划编制情况开展专题调研，为省十二届人大五次会
议更好地审查和批准《“十三五”规划》奠定了基础。省政
府高度重视规划编制工作，结合我省发展阶段的特征和发
挥我省特色优势提出工作部署，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组成人员提出，要坚持发展第一要务，实施创新驱动
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要合理确定“十三五”规划目标，

科学引导产业布局发展，把政府的规划引导和市场机制的
决定性作用有机结合起来，明确产业发展的总体方向和主
要任务。

组成人员还提出，要合理配置公共服务资源，切实做
好中心城市、县城和若干重点城镇的公共服务资源配置。
要增强交通等基础设施支撑作用，推动多种交通方式协调
发展。要强化生态环境保护，增强人们保护资源环境的意
识。要合理的开发利用资源，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效率。要
积极发展生态旅游，通过生态旅游来提升公民保护资源环
境的意识，从而提高生态旅游业的层次。

科学编制好“十三五”规划

在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

本报讯（记者闫紫谦）17日，省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
次会议分组审议了省政府《关于 2014年度省本级预算执
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查处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

组成人员建议，要继续加大整改工作力度，进一步明
确政府的领导责任，被审计单位的主体责任、财政部门的
财政管理监督责任和审计机关的督查责任，确保全面完
成审计整改。要深入贯彻预算法，推动构建全面规范、公
开透明的预算制度。加快预算管理改革步伐，优化预算
管理机制，从源头上堵塞漏洞，防范问题发生。要举一反

三，对照审计和审计整改反映出的问题，加强制度建设，
健全预算管理和财务管理制度，确保预算资金的合法、安
全、高效使用。

组成人员还建议，要健全省人大常委会监督工作机
制，推进审计整改工作制度化、长效化。把听取和审议审
计查出的突出问题整改情况报告，同开展专题询问等监
督形式结合起来，通过开展专题询问、质询或者组织特定
问题调查，专项视察等法定形式，加大监督力度，增强监
督针对性和时效性。

确保全面完成审计整改任务

据哈市环保局工作人员介绍，全国性的重污染天气预计会持续三天，我省部分地区也会受到影响。哈市气象台21日
12 时 50 分发布大雾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 12 小时哈尔滨市区将有雾和轻度霾，三环和沿江地带局部能见度低于 500
米。气象资料显示，22日冬至雾霾天气还将持续。图为哈尔滨市被雾霾笼罩着。 本报记者 高明摄

□高学德 本报记者 米娜

2004 年，他因保护战友和警犬在车祸中致残，失去左腿、
右脚，历经 9次大手术闯过“鬼门关”；出院后，他靠假肢和体内
钢板支撑，无数次摔倒后坚强站立，重新回到了警犬训练场；
他率领国家轮椅冰壶队从低谷走向辉煌，取得世锦赛第 8名的
好成绩；如今，他靠着假肢和信念支撑，矗立在三尺讲台，为全
国边防战线培训出十届优秀警犬训导员。

他就是刘春雨，黑龙江边防总队哈尔滨警犬训练基地讲
师。在我省最美边防警察颁奖仪式上，面对社会各界授予他

“无腿英雄”、“钢铁侠”称呼，他动情地说：“生活，为每个人
选择了不同的人生。作为军人，我只能有一种选择，那就是听
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为了从警信念，我的脚步永不
停息！”

2004年 10月，他和战友在训练途中遭遇车祸。坐在副驾
驶位置的他为保护战友和警犬安全，遭受激烈撞击，导致左腿
被撞断，浑身伤口十几处。此后，他先后经历了左腿截肢、右
脚局部切除、脸部疤痕消除、骨盆植入钢板等 9次大手术。凭
借科学的治疗和顽强的意志，他最终闯过了“鬼门关”，并靠假
肢和体内钢板支撑，重新站起来回到了警犬训练工作一线。

从 2006年开始，刘春雨主动提出专心研究警犬理论知识、
从事一线教学工作，成为哈尔滨警犬训练基地训练处的一名
教员。由此，他迎来了人生的新一轮挑战。

站着讲授一堂 45分钟的课，对常人而言无比寻常，对腿部
高度残疾的他来说却“度秒如年”。

“当教员就要上讲台授课，上讲台就不能坐着教。”从当上
教员的第一天起，刘春雨就这样要求自己。

右脚截肢后，刘春雨依靠硅胶板固定才能走路。但是，骨
盆里嵌入的是永久性钢板，股骨头是人造的，只要一走动，他
就会疼得全身冒汗。战友和学员们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最
开始让战士扶着，后来自己扶墙；再后来，他自己在讲台上来
回慢慢走动，10分钟、20分钟……后来，他终于能站满一堂课。

为了观察警犬服用特殊药品后的反应，他经常往返于办
公室与犬舍之间。

走得累了，稍作休息，他又强忍剧痛，继续前行，走到犬舍
门口。伸手去拿门上钥匙的一刹那，身体一倾，他重重地摔倒
在水泥地上……就这样，一次、两次、三次……经过努力，他勉
强能扶着犬舍的墙壁站了起来，拿到了致残后的第一个警犬
研究数据。

有人说，他是“钢铁侠”，钢铁的身躯，钢铁的意志。
刘春雨负伤前是单位军乐队指挥，高大魁梧，素质过硬，

多次成功完成涉外表演任务。受伤后，刘春雨应邀参加国家
轮椅冰壶队体能测试，主教练李洪臣发现他身体状况良好、基
础牢固、动作灵活，适合参加残疾人竞技训练比赛。此后，刘
春雨成为首届国家轮椅冰壶队队员并担任队长，带领队员进
行军事化集训，从基础技能抓起，不分昼夜地研究赛场战术技
能。2008 年，刘春雨率领国家轮椅冰壶队再次参加世锦赛资
格赛，顺利出线；2009年，加拿大世界轮椅冰壶锦标赛，中国队
取得第 8名的历史最好成绩；2010年，中日韩轮椅冰壶邀请赛，
中国队顺利夺冠。

大树在风雨中成长，好钢在烈火中淬炼；命运让他经受了
许多的磨难，残缺的身躯挺起军人的脊梁……

“无腿英雄”刘春雨

为了从警信念
“脚步”不停息

本报讯(记者吴利红)冬季空气污染严重，佩戴口罩成为
市民出行必备用品。由于口罩执行标准较多，省消协发布消
费警示，要正确选择口罩。

据市场调查，目前最常见的口罩有两种，一种是用无纺
材料制成的具有过滤性能的一次性口罩，另一种是可换滤片
式布口罩，一次性口罩的过滤效果总体好于可换滤片式布口
罩。当前口罩市场鱼龙混杂，概念炒作、以偏概全、虚假宣传
等投机行为较多。有的口罩企业将“PM2.5”作为商标

（TM）；有的企业用口罩中滤片的过滤性能作为口罩的性能
进行标注宣传；有些互联网购物平台销售的口罩产品无中文
标签。现在市场上关于防雾霾或防 PM2.5口罩还没有相关
产品标准，市场上销售的口罩标称的执行标准种类很多。消
协部门提醒，无论执行怎样的标准，合格的口罩标签都是标
明产品名称、有正规的商标或其他辨别性标注、产品型号、执
行标准、滤料级别、生产企业名称以及一些必要的使用说明
和警示等内容，消费者要购买使用说明全面的口罩。

省消协发布消费警示

应对空气污染 正确选择口罩
（上接第一版）哈师大则围绕专题课内容开展丰富多彩的
学生活动，深化学生对专题课内容的理解，提高学生的实
践能力。黑龙江大学还将专题课扩展至博士研究生层次，
并由知名专家和校领导亲自授课。

与会专家教授表示，将会继续推进教学方法创新
和考试方法改革，推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专题课常态化和规范化，让大学生获得更优质的精神
给养。

据悉，今年 5月中旬开始，我省在先行试点的 15所
本科高校正式开展“四进四信”专题教学工作，并逐渐在
全省推开。各高校成立了由学校党委书记、校长牵头的专
题教学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专题教学实施方案，并将专
题课纳入学生成绩考核体系。

用科学理论
武装头脑引领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