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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放 刘继滨 本报记者 米娜

“总有一个故事让我们缅怀于心，总有一种敬意让我们涌上心
头，英雄的脚步虽然停了，但你们的足迹却依然被后人追忆……”这
是一名市民在祭奠已逝的公安民警时，写下的一段话。

省公安厅有一组让人沉重的数字：仅 2015年以来，全省就
有 20名公安民警及现役官兵因公牺牲。清明时节，当我们再
次翻开那些英雄谱写的日记，回顾每一个用忠诚画上的句点，
一个个感人的瞬间里，催生出的是奋进的力量。

去年 6月 1日，齐齐哈尔市公安局龙沙分局刑侦大队民警
杨文峰与战友在抓捕两名持枪杀人犯罪嫌疑人时，犯罪嫌疑人
持枪拒捕，双方形成短暂剧烈对射，一名犯罪嫌疑人被当场击
毙，另一名犯罪嫌疑人被抓获。杨文峰不幸头部中弹，经多方
医治无效，于 6月 9日 7时 40分与世长辞，终年 47岁。去年 5月
1日，鹤岗市一居民区附近发生一起持枪伤人事件，抓捕过程
中，持枪男子试图挟持人质，民警陈首杰在解救人质时被该男
子用枪击中头部，5月 14日不幸殉职。

杨文峰、陈首杰、姚欣、王克文、殷呈炜、艾宏宇、赵子龙、傅
仁超、张晓凯、杨小伟、侯宝森、刘锦龙、宋晓辉、赵宇、孙志刚、

刘国群、梁传军、付立安、都建军、曹旭……这些带着温度的名
字，也正是每个英雄故事背后的缩影。他们或壮丽或平凡的感
人故事，感动和激励着我们，唤醒我们对生命的尊重和爱，传递
永恒的价值。

随着公共安全形势的日益严峻和自然灾害频发，公安机关
抢险救灾任务逐渐增多。在抢险救灾战斗中，由于现场很多的
不确定因素，极易造成伤亡。2015年，我省就有 5名公安消防
战士牺牲在火场中。此外，随着公安机关的职责任务不断拓
展，公安民警的工作量呈数倍增长。除因战流血牺牲外，长期
的高压力、高强度、高风险、超负荷工作，加之较高的职业病患
病率，大大增加了民警猝死的风险。2015年全省公安民警因公
牺牲 17人，其中抢险救灾牺牲 5人，交通事故牺牲 4人，因战牺
牲 3人，积劳成疾猝死 3人，被报复伤害牺牲 1人，旧伤复发牺
牲 1人。这些牺牲的人员中，最大的 54岁，最小的 19岁。

警察是和平年代流血、牺牲最多的群体，保障人民警察的
身心健康也一直是我省公安机关的重点工作。2015年，省公安
厅大力实施惠警工程，全面落实公安优抚制度，强化警务实战
训练，全省公安民警职业保障机制不断健全，有效地预防和减
少了公安民警因公伤亡。2015年 1月 1日，省公安厅与中国人

寿黑龙江分公司签订了全省公安民警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协议，
启动了理赔工作。截至去年 12月末，我省年初以来发生的公
安民警保险案件共获得赔偿 1296.5万元，同时为 15名因公牺
牲民警家庭发放资助金 150万元。不仅关注身体健康，还积极
了解民警的心理健康程度。去年，省公安厅选派专家组成心理
危机干预小组，赴哈尔滨、齐齐哈尔、大庆、鸡西四地为我省赴
新疆执行维稳任务的 50名巡特警进行团体心理辅导和危机干
预。今年年初又投入 65万元，为各地心理行为训练基地配备
相关软件和器材。从去年开始，我省下大力气推动新修改的
《人民警察抚恤优待办法》的落实，规范了因公负伤民警评残工
作，推动各地民警救助基金会建设，目前全省已有 9个市地建
立了公安民警救助基金会，资金规模达到 1.2亿元。同时，省公
安厅与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联合下发了《黑龙江省公安民
警因公负伤紧急救治暂行办法》，在开通伤亡民警“绿色通道”
的基础上，建立了公安民警因公负伤紧急救治制度，组建了医
疗专家库。

那些长眠于地下的英烈，他们的生命不会因为逝去而虚
无。他们曾经发出的光亮和热能，会绵延传递到百姓之中，传
递到更广阔的时空，生生不息。

去年至今，全省共20名公安民警及现役官兵因公牺牲

清明时节 追寻英烈的足迹

□文/摄 徐佳文
本报记者 郭俊峰

29日，来自团省委、黑龙江省青基
会、哈尔滨师范大学、阿城区政府等单
位的代表，以及张庆云老人的外孙女
焦珊、庆云希望小学师生等近 400余
人齐聚在哈尔滨市阿城区庆云希望小
学的校园共同缅怀张庆云老人。

追思会上，张庆云老人的外孙女
焦珊女士又捐献了 1万元，并在她的
感召下社会各界代表捐款 54168元。

张庆云老人是我省青基会成立
20年以来接待的年龄最大的一位捐
款人。老人从事了一辈子的教育工
作，捐资助学一直是老人的心愿。
2008 年 8 月，当老人得知团省委、省
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启动“新希望、新
未来——百所希望小学援建行动”的
消息后，卖掉房产，将所得的 24万元
全部捐给了黑龙江省青基会。其中
20万元在哈尔滨市阿城区双丰镇修
缮一所“庆云希望小学”；4万元资金
设立了“张庆云奖学（励）金”，用于奖
励和帮助学习成绩优异且家庭经济困
难的学生完成学业。2008年 10月 30
日，在老人爱心善款的帮助下“阿城庆
云希望小学”竣工。其间，张庆云老人
又把获得“2010感动龙江年度人物”
的 2万元注入奖学金，并用奖学金来
激励农村学校的孩子们。

为将老人大爱延续，黑龙江省希
望工程、阿城区教育局联合成立《张庆
云教育基金》。老人的外孙女焦珊自 2012年起，每年都向
基金捐款 1万元，个人已累计捐款 5万元。焦珊向记者介绍
说：“我外婆的善举一直激励着我们家的晚辈，如今老人已
经走了五年，但她的爱心和善举一定会在我们的家人中延
续下去，我每年捐献 1万元给基金，只是尽一点绵薄之力，
我希望更多的爱心人士加入进来，关注和帮助农村贫困孩
子。”活动当天，阿城区女企业家协会等多家爱心企业和青
年党员、团员自发来到现场缅怀老人，纷纷向《张庆云教育
基金》注入爱心善款，希望共同完成为教育、为慈善做贡献
的遗愿。现场，共收到善款 54168元。截至目前，该项基
金已累计收到捐款达 63万余元。

图为庆云希望小学的孩子们缅怀张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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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天气转暖，呼玛县各乡镇、村屯的农民们，纷纷忙着买农机、选籽种、购
化肥、备油料、忙检修、跑农贷，为春耕生产做准备。

图为呼玛县呼玛镇西山口村科振农机合作社的农机师傅们正在安装新
购置的播种机。 周长平 本报记者 刘大泳摄

购农具 备春耕

本报讯(记者吴利红)记者从省、市消协部门了解到，去年
以来，在微信朋友圈里购买微商产品而产生纠纷的案件逐渐
增多，微商成为近期投诉热点。

消协介绍说，从投诉微商的案件来看，一些不法经营者为
了获利，趁机在朋友圈里推送诱人商品广告，利用友情、亲情

“杀熟”，商品售后质量却难以保证。朋友圈推销不同于电商、
实体店等平台，大多缺乏第三方交易担保，消费者权利一旦受
到侵害，由于缺乏相关证据，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护。

消协提醒消费者，不要轻易相信朋友圈内超低价销售和
代购，特别是食品、保健品等涉及人身健康安全的商品；不要
过分依赖朋友圈内晒单评价信息；同时，在交易过程中要核
实对方姓名、所在地等信息，尽量选择具有第三方平台保障
的渠道进行付款；注意保存好相关聊天记录、交易记录等，以
便维权。

微商“杀熟”成投诉热点

本报讯（记者李晶琳）近期由于温度升高，我省大多数滑雪
场陆续停滑，而大兴安岭映山红滑雪场、滑雪胜地亚布力仍然
可以滑雪。

“激情亚布力、醉美春雪节”大型春滑PARTY日前在亚布
力滑雪旅游度假区全面启动。为期一周的春滑活动，吸引了数
百名滑雪发烧友及大型滑雪俱乐部积极参与。截至29日，省体
育局亚布力滑雪场、亚布力阳光度假村仍在接待滑雪者。

大兴安岭映山红滑雪场由于纬度较高，全部雪道目前皆正
常对游客开放，上个双休日（26日、27日）共接待滑雪发烧友约
1200人，发烧友主要来自北京和省内。据介绍，根据目前天气
状况，映山红滑雪场力争接待滑雪者至“五一”前后。

亚布力映山红仍可畅滑春雪

本报讯（记者郭铭华）记者从省民政厅获悉，近年来，我省
大力推进殡葬改革，积极宣传和倡导“文明、节俭、绿色、低碳”
的殡葬理念，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绿色生态安葬活动。注重
发挥党员干部在推进殡葬改革中的带头工作，文明节俭的治丧
新风尚逐步形成。同时，全省殡葬管理部门加强行风建设，殡
葬管理和服务水平得到显著提升。

目前，我省清明节工作形成三个常态化工作机制，即安全
祭扫服务保障工作机制，省民政厅党组班子成员连续 7年组织
开展对各市（地）清明节服务保障工作进行包片检查指导，深入

殡葬管理和服务单位一线，重点对文明、安全祭扫等工作进行
督导检查，并对党员干部带头推进殡葬改革和节地生态安葬工
作进行具体指导；殡葬市场监督管理形成常态化机制，今年清
明节前，各级民政、工商、物价部门组成联合工作组对殡葬市场
开展专项整治活动，切实解决殡葬用品市场的质量、价格和服
务问题；惠民殡葬工作常态化，将推进节地生态葬作为今年殡
葬工作重点，研究出台海葬补贴政策，并组织开展好海葬、纪念
老一辈革命家倡导火葬 60周年、社区公祭等活动，通过网络祭
祀等方式，引导群众注重清明祭扫的文化内涵和精神传承。

我省殡葬管理服务水平显著提升

本报30日讯（记者彭溢）为推进我省“千户科技型企业三
年行动计划”，打造创新创业生态系统，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的良好环境，促进大庆市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30日，由省
科技厅和大庆市政府共同主办的大庆市科技成果转化及融资
大会在省科技大厦举行。

当天，大庆市在装备制造、石油化工和电子信息等领域的
100余家企业组团来到省科技大厦与省内高校院所对接科技
成果。现场，来自省工业技术研究院、哈尔滨工程大学、哈尔滨
理工大学和省科学院的相关负责人，分别发布了具有良好市场

前景的科技成果，其中基于“一村一厂”生物质加工和清洁利用
的“无煤村”综合实现方案、无人智能电网巡线系统等项目获得
企业家们的青睐。对接会还邀请了省科力高科技产业投资有
限公司、哈尔滨君丰创业投资等 16家投融资机构为企业解决
资金难题。

对接会上，哈尔滨工业大学、省科学院等高校院所与黑龙
江鑫源物业有限公司、黑龙江格林赫斯生物科技公司等企业分
别签订了“热网优化及智能热网平台”、“微生物发酵及废水处
理技术”等 4个高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大庆科技成果转化及融资大会举行 本报讯（尹一凡 记者李民峰）随着春季防火期的到来，
记者从日前召开的黑河航空护林站机场启用协调会议上获
悉，黑河航空护林站机场将正式投入使用，黑河林区的 320
万公顷森林资源有了独立的护林机场。

黑河市作为国家级重点火险区，已取得了连续 19个防
期无重特大森林火灾发生的成绩。据航站负责人介绍，黑
河航空护林站始建于 1983年，承担着包括爱辉、孙吴、逊
克、五大连池、北安等区域共 320多万公顷林区的航空护林
任务。航站改扩建二期工程于 2013年 12月施工建设，2015
年 10月竣工并通过验收。工程总投资 2400万元，占地面积
14公顷，最多可同时停放 8架直升机。航站机场运营后，将
大大提高黑河森防的防灭综合能力。

黑河航空护林站机场投用

本报讯（记者刘艳）自 2016年 4月 1日起，装用不符合国三
标准要求的柴油机的非道路移动机械（农用机械除外），不得在
哈市办理注册登记和转入登记；自 2016年 12月 1日起，装用不
符合国三标准要求的柴油机的农用机械，不得在哈市办理注册
登记和转入登记……近日，哈尔滨市机动车污染排气管理办公
室的工作人员走进工程机械与农用机械销售单位，向企业送达
了《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中国第三、第四阶段）》（简称《非道路标准》）的公告，并就公告
规定的具体内容详细地向企业负责人作以解答。

据悉，非道路移动机械指的是用于非道路上的移动式机械
设备，如推土机、挖掘机等工程机械，拖拉机等农业机械，林业
机械、机场地勤设备等，与机动车同属移动污染源范畴。据哈
尔滨市机动车污染排气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介绍，达到国二排
放标准的非道路移动机械烟气排放方式是直排到空气当中，没
有经过过滤。达到国三排放标准的内部加装了烟气排放过滤
装置，烟气经过净化之后排放出去。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物排
放标准从国二提高到国三，可以降低约 30%的污染物排放，有
利于空气质量的改善。

非道路移动机械进入国三时代
下月起排放不达标禁止在哈尔滨销售落户

本报讯（张冰 记者米娜）为确保备春耕生产顺利进
行，坚决打击坑农、害农、骗农等违法犯罪活动，让农民
兄弟全身心投入春耕生产，齐齐哈尔市公安局推出多项

“护春耕、保春种”服务举措，为农民春耕生产保驾护航，
有效维护全市农村地区社会治安和谐稳定。

甘南县公安局组织民警走农户进市场，向广大农民
开展“五个提醒”宣传活动：提醒农户学习好防假冒化
肥、农药和种子的安全知识，增强农民自我防范意识和
能力；提醒农户不购买不正规和没有资质的化肥、农药
和种子；提醒农民在购买化肥、农药和种子时，索要相关
手续，保留好购物发票；提醒农户春季风大物燥，在生产
生活时注意用火、用电安全；提醒农民在备春耕期间，防
止盗窃案件的发生。

齐齐哈尔市公安局积极协调工商、质监等部门开展
农资打假联合执法行动，对辖区化肥、农药、农资经营网
点进行了拉网式检查，严厉打击假农药、假化肥、假农资
农具，严防假冒伪劣农资产品流入田间地头。

民警护农
让农民放心备春耕

日前，国网双鸭山供电公司全面启动中心村电网改造
升级工程，并同步推进农村机井通电工程及村村通动力电
工作。图为专业技术人员向农民客户了解情况，宣传机井
通电优势，对动力电是否充足等需求进行摸底。

常相辉 本报记者 刘晓云摄

本报30日讯（记者韩雪）30日，我省商业景气指数研
究报告成果发布会在哈尔滨商业大学举行。报告选取了
占去年全省销售总额九成的 5大行业进行了分析。分析
表明，近年来我省零售业、住宿餐饮业、批发业、农产品和
药品流通业销售额占流通业总销售额的比率超过 90%，
去年，我省零售业、批发业以及药品流通业发展很“景
气”，住宿餐饮和农产品批发相对发展缓慢；今年，我省商
业景气将保持稳定状态。

据悉，“黑龙江省商业景气指数研究报告（2016）”是
在大数据的背景下对我省各行业发展水平的评估，是对
市场经济指数的预测，旨在为政府、企业提供参考。成果
一方面能够客观地评价我省商业历史与现实的运行状
态 ,另一方面还可以作为全省商业的“晴雨表”或“指标
器”，用以预测未来我省商业可能发展的趋势。

此项研究是在商业景气指数研究领域的尝试，将成
为构建商业发展建设的重要支撑和行业规划政策制定的
主要依据。

商业景气指数研究报告发布

本报30日讯（记者闫紫谦）30日，全省女大学生社会
实践“恒爱”编织毛衣展在东北林业大学举办，参展的百
余件精美的毛衣出自东北林业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绥
化学院、黑龙江大学、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东北农业大学、
哈尔滨理工大学七所高校“编织零经验”的女大学生之
手。据了解，这些爱心毛衣将赠与我省农民工子女和新
疆自治区农村留守儿童。

据了解，本次活动是由省妇女儿童基金会、省青年志
愿者协会组织的全省女大学生爱心寒假作业活动之一，
要求每名参加活动的女大学生都要将编织爱心毛衣情况
详细记录下来发回学校，学校及时通过网络媒体传播出
去，号召更多的人关心关爱农村留守儿童。活动历时三
个月，共编织 150余件爱心毛衣、围脖、帽子，每一件编织
品上还写上了女大学生们的“编织心得”、“毛衣故事”、

“毛衣寄语”，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能与捐赠的留守儿童保
持长期联系，并让孩子们感受到温暖。

图为女大学生正在整理参展的毛衣。
本报记者 闫紫谦摄

女大学生编织毛衣献爱心

本报讯（张雨 记者黄春英）记者从省畜牧兽医局获悉，今
年我省将全面实施饲料兽药打假专项治理行动，通过治理行
动严厉查处一批违法案件，惩处违法生产经营主体，强化源头
治理，推进饲料兽药监管平台建设，着力构建长效机制，切实
维护养殖户合法权益，推动饲料兽药市场秩序持续好转，为发
展绿色现代畜牧业提供保障。

治理行动中，各级畜牧兽医部门将严格监管饲料生产和
经营环节。依法全面清理生产主体，把好行业准入关。并深
入开展饲料经营（门店）主体资质检查行动，重点清查各有关
环节非法添加使用“瘦肉精”、三聚氰胺等禁用物质行为。

推进放心饲料下乡进村，省畜牧兽医局将积极支持和鼓
励有实力、信誉好的大型饲料生产企业直接到农村设立经营

网点或者与农户对接，开展连锁配送业务，构建覆盖广大农村
的新型饲料经营网络，提高放心优质饲料产品的市场占有
率。同时开展饲料企业诚信评价，实施饲料企业“黑名单”监
管制度，建立生产经营主体诚信档案，实行分类监管。

在兽药治理行动中将从严治理生产假劣兽药行为，增加对
兽用生物制品生产企业的飞检频次，对重点监控企业加强监管，
重点打击企业擅自改变组方、违规添加禁用兽药或人用药品等
违法行为；对兽药经营质量的监管将严格查处无证经营，禁止兽
药与饲料等混营，严厉查处销售禁药和假劣兽药；在兽药使用环
节将积极开展养殖用药科普宣传活动，提高养殖户依法、安全、
规范、合理用药的意识和水平。严厉打击超剂量、超范围用药、
不执行休药期等滥用抗菌药物的违法行为。

我省开展饲料兽药打假专项治理

本报讯（王彦富 记者车轮）近日，在第 21个世界防
治结核病日，全省 2016年世界防治结核病日主题宣传活
动暨“健康龙江行 结防在行动”结核病防治知识志愿者
传播行动启动仪式在佳木斯举行。

据介绍，我省结核病疫情处于全国中等水平。2015
年我省肺结核报告人数 3.32万例，报告发病率为 86.7/10
万。结合我省结核病疫情和防治现状制定的《黑龙江省
结核病防治规划(2011-2015年)》，提出了“进一步减少结
核感染、患病和死亡，切实降低结核病疾病负担，提高人
民群众健康水平，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
总体防治目标。规划实施五年来，全省各级结防机构发
现并治愈活动性肺结核患者 16.5万例，可以避免 42.8万
人感染结核杆菌，减少发病 4.3万例，减少死亡 4.0万人。

我省结核病
减少发病4.3万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