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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樊金钢 李天池

芳草萋萋，水映蓝天，百鸟翔集。入夏以来，哈尔滨市内各
大湿地景区引得中外游人纷至沓来，湿地游已成为哈尔滨市夏
季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清新的空气，清凉的环境，亲近自然
的体验，哈尔滨市各具特色的湿地游产品正成为旅游业的新增
长点，有力地推动了旅游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六大景区人气高涨 花样翻新游玩相益

在自然风光秀美的白鱼泡湿地，人工摇橹船荡漾水面，木
质小桥横穿荷花池，园区里充满了原生态气息。在异域风情浓
郁的伏尔加庄园，建筑、歌舞、餐饮和工艺品都洋溢着浓浓的俄
罗斯风情。为了让游客充分感受湿地的魅力，哈尔滨市还推出
多个游览视角。滨江湿地等景区的栈道，让游人与大自然的距
离更近一步；金河湾湿地植物园今年推出的新项目低空飞行，
让游人可以从空中领略大美湿地。

从单纯的“游”，到丰富的“玩”，各家景区在不断开发湿地
游产品。呼兰河口湿地公园今年从广西北海运进 1万多吨银
沙，在景区太阳滩上建设 3000平方米的免费浴场；伏尔加庄园
今年推出“三只熊”乐园，游客可在俄罗斯乡村风格的阿廖娜农
舍里体验自己动手烤面包、制作格瓦斯、套娃等俄式乡村生
活。互动式的参与活动让湿地游更“打人儿”。

“在伏尔加庄园，既能亲近大自然，又能欣赏俄罗斯风格的
建筑、油画，真是不虚此行。”广东游客张女士告诉记者。对于
湿地游的蓬勃发展，企业的感受更直接。伏尔加庄园总经理韦
敏芳告诉记者：“入夏以来，我们景区游客逐渐由本地自驾者居
多，转为南方游客居多。尤其是周末，每天能接待四五千人，同
比增长两成多。”太阳岛风景区、金河湾湿地植物园、呼兰河口

湿地公园、白渔泡湿地公园、滨江湿地……今年，哈尔滨开门迎
客的六大湿地景区都保持着很高的人气。

节庆赛事不断出新 核心产品日臻完善

目前，启幕近 2个月的第 6届中国·哈尔滨松花江湿地节风
头正劲。节中有节，多点开花。太阳岛音乐节、太阳岛花卉节、
哈尔滨首届金河湾梦幻灯光节、哈尔滨第三届湿地露营文化节
等活动次第亮相。

“独木不成林。”哈尔滨市深度挖掘湿地资源，将其作为生
态旅游当中的一种产品与其他产品组合开发。一系列组合拳
丰富了生态旅游产品，为游客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夏季生态游体
验。黑龙江省海洋国旅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将湿地景区
与索菲亚教堂、中央大街、黑龙江东北虎林园等串成线，让游人
从建筑、生态、文化等方面全面领略哈市夏季旅游的神韵。

今年湿地节期间，哈尔滨还将陆续举办世界 F1摩托艇大
赛、哈尔滨国际马拉松等丰富多彩的赛事活动。哈尔滨市旅游
局规划与产业发展处处长李文革说：“这是很好的产业融合方
式，赛事与旅游相互支撑，为双方都增添了人气。”

日臻完善的湿地旅游，该如何走好下一步？李文革说：“哈
市将以松花江主航道为核心，整合两岸及相邻区域的湿地旅游
资源，以城为依托，以水为主题，将松花江湿地打造成集岸上、
水上、空中三维全景的特色景区集聚带，建成哈尔滨避暑旅游
的核心产品，成为国内乃至国际知名的都市湿地旅游目的地。”

生态保护摆在首位 着眼可持续发展

金河湾湿地公园保洁人员每天工作 10小时左右，为保持
水质他们还定期疏通河道；太阳岛湿地提供环保电瓶车，供游
人乘坐……哈尔滨市各景区坚持保护第一的原则，千方百计采

用最节能环保的方式，最大限度减少游客对湿地的干扰和破
坏。木栈道、小型电动游船等更是成为一些景区的标配。哈尔
滨市还加强湿地环保宣传，白鱼泡湿地公园的湿地宣教馆正在
紧张建设中，有望今年向游人开放。

坚持将保护放在第一位，找准保护与开发结合的切入点，
是哈尔滨市开发湿地资源的前提。这种生态保护的意识是自
上而下的。采访中记者了解到，2010年哈市专门成立了湿地旅
游管理委员会，由市长担任主任，各分管副市长担任副主任，由
旅游、林业部门等 28个成员单位组成。管委会成立后，并没有
急着开发建设，而是先开展了湿地资源调查，掌握了哈市天然
湿地面积、类型、动植物分布、保护管理等基本情况。在此基础
上，组织相关部门和专家编制了《松花江黄金旅游带开发策划》
及《万顷松江湿地保护与利用规划》。

哈尔滨拥有 282.93平方公里市区湿地面积，这个数字使哈
尔滨成为全国大城市中拥有湿地面积最大，且相对集中成片的
城市之一。李文革告诉记者：“面对优势资源，哈尔滨市确立了
集生态保护、旅游开发、科学研究、科普教育于一体的湿地总体
发展思路。”

摸清了“家底儿”好做事。建码头、修道路、购置环保公交
车……在坚持保护开发的前提下，为配合湿地旅游景区运营，
哈市全力推进配套工程建设，累计投入城建资金 1200 多亿
元。几年来，哈市共建成 14个湿地景区，其中有 1个 5A级、4个
4A级、2个 3A级国家级旅游区；太阳岛、白鱼泡等 10处更成为
了国家级试点湿地公园；此外，还有 4处省级湿地公园和 8处省
级湿地自然保护区。

李文革说：“目前，太阳岛、滨江湿地、伏尔加庄园等 6个湿
地旅游景区的规模质量不断加强，成为城市发展核心生态区，
影响力和市场占有率全面提升。”

哈尔滨 大美湿地引客来 依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为加强
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民主监督，现将拟任职的干部进行任
前公示（按姓氏笔画为序），公示期限为 2016年 8月 23日—
2016年 8月 29日（5个工作日）。

于晓林，男，汉族，1963年 10月生，52岁，1983年 8月参
加工作，1993年 6月入党，省委党校经济管理专业大学毕
业，现任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审计处处长，拟任省供销合作
社联合社党组成员、推荐为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监事会副
主任人选。

马云洋，男，汉族，1960年 11月生，55岁，1979年 12月
参加工作，1984年 6月入党，中央党校经济管理专业大学毕
业，现任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经贸市场处处长，拟推荐为
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人选。

王戈，男，汉族，1967年 1月生，49岁，1988年 7月参加
工作，1991年 4月入党，黑龙江财政专科学校财政专业大专
毕业，现任省新闻出版广电局新闻报刊处处长，拟任省新闻
出版广电局党组成员、提名为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副局长。

关小中，男，满族，1960年 6月生，56岁，1976年 10月参
加工作，1986年 9月入党，北京广播学院新闻采编专业大学
毕业，高级记者，现任黑龙江广播电视台副总编辑兼电视传
媒中心主任，拟任黑龙江广播电视台党委委员、提名为黑龙
江广播电视台副台长。

刘炳东，男，汉族，1960年 12月生，55岁，1977年 8月参
加工作，1985年 10月入党，省委党校经济管理专业研究生
毕业，现任省农垦宝泉岭管理局党委书记，拟任省农垦总局
党委委员、提名为省农垦总局副局长。

向晓威，男，汉族，1958年 6月生，58岁，1976年 5月参
加工作，1979年 8月入党，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法律专业在
职大学毕业，现任省人大人事委员会代表工作处处长，拟推
荐为省人大人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人选。

李东明，男，汉族，1960年 5月生，56岁，1977年 3月参
加工作，1984年 3月入党，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法律专业在
职大学毕业，现任省委高校工委副书记、省教育厅党组副书
记，拟推荐为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人选。

李季，女，汉族，1967年 6月生，49岁，1987年 10月参加
工作，1994年 5月入党，黑龙江大学法学专业在职大学毕
业，现任省人大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委员会交通处处长，拟推
荐为省人大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人选。

贾诚先，男，汉族，1959年 11月生，56岁，1982年 7月参
加工作，1982年 7月入党，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中国地方史
专业研究生毕业，历史学硕士，编审，现任省委奋斗杂志社
总编室主任，拟任省委奋斗杂志社副总编辑。

葛新，男，汉族，1960年 5月生，56岁，1977年 8月参加
工作，1985年 10月入党，黑龙江畜牧兽医学校大学班农学
专业大学毕业，现任省统计局副局长、党组成员，拟任省统
计局党组书记、提名为省统计局局长。

路敦英，男，汉族，1962年 12月生，53岁，1992年 7月参
加工作，1991年 6月入党，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研
究生毕业，历史学硕士，高级编辑，现任黑龙江日报报业集
团社长助理、生活报社社长，拟任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副社
长、党组成员。

对上述拟任职人选如有情况和问题，可在公示期内反
映，反映情况和问题必须实事求是，应签署或告知真实姓
名、工作单位和联系方式；对线索不清的匿名信和匿名电
话，公示期间不予受理。

受理单位：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举报中心
电 话：0451—12380
地 址：哈尔滨市南岗区果戈里大街 327号
邮政编码：150001

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
2016年8月22日

拟任职干部公示名单

双鸭山市宝山区七
星牧业有限公司是该市
最大的一家生猪养殖企
业，他们从美国引进大
白、长白、杜洛克纯种及
二元母猪在当地进行繁
育。目前，该公司拥有
母 猪 、子 猪 和 育 肥 猪
3500 多头，年可消耗玉
米 2000 多吨。预计今
年能出栏子猪、育肥猪
7000 多头，获纯利 350
万。图为该公司育肥猪
舍。

李爱国 本报记者
邵国良摄

□本报记者 董新英

日前，记者走进距离哈尔滨市区 100多公里的尚志市乌吉
密乡九北村龙大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路边的一块牌匾——
哈尔滨市“互联网+农业”食用菌高标准示范基地尤为醒目，走
进整齐的一排排钢构大棚，发现这家合作社种植食用菌确有

“门道儿”。
在一栋大棚内，记者看到了一个白匣子——“物联网智能

棚室小管家”，龙大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曲长江向记
者演示了这个小管家的用途，轻点手机内的APP，大棚内的水
管就开始浇水了。他告诉记者，每个大棚占地 360平方米，棚
内分 8层可摆放 30000个蘑菇盘，如果蘑菇盘缺水，只要有网就
能浇水，人在哪无所谓。而在大棚外，太阳能路灯旁边，还有一
个名为“物联网环境质量监测系统”的装置。曲长江说，小管家
是监测大棚内温度、湿度等数据的，而这个棚外的装置是监测
整个基地的大环境的，包括 PM2.5、PM10、二氧化碳、二氧化
硫、环境温度、湿度等数据都能实时监控。曲长江告诉记者，他
们的食用菌种植基地以种植滑子菇为主，现有大棚 108栋，基
地占地面积 286亩，总投资 3000多万元。这套设备是今年 4月
份引进的，是由哈尔滨神州精英科技公司开发的“神州精英智
慧农业应用管理系统”，虽然这套系统花了 200多万元，但是却
节省了 20多名人工，最重要的是效率提高了，效益也更好了，
他觉得花的值。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该合作社 2015年 4月动工建设，当年
销售滑子菇 970多吨，创产值 770多万元，纯利润 170多万元，
其中有 380 吨销往俄罗斯，生产最高峰达到一天上市 3 万多
斤。曲长江笑着说，我们是边平整土地、边建大棚、边生产的

“三边”工程。在投资这个食用菌基地时就想着要实现规模化、
标准化、产业化。整个基地有 200多个摄像头，在合作社农业
信息管理平台上，能够实时的看到整个基地的任何角落。管理
者通过一部智能手机就能和物联网智能棚室小管家对话，远在
千里之外也可以对这个大棚进行智能化管理。

在合作社农业信息管理平台上，记者通过六块大屏幕看到
了该合作社的细节，工作人员演示了如何根据数据随时对大棚
发出各种“指令”。曲长江说合作社结束了以往种植食用菌靠
天吃饭的历史，通过棚室种植变成了旱涝保收的铁杆庄稼。目
前管理 108栋大棚就用了 7人，一年仅人工费减少支出 40多
万元。每个大棚创造经济效益 3.5万元至 4.5万元。

九北村有 30多年种植蘑菇和木耳的历史，很多村民都掌
握制作食用菌袋的技术。该合作社带地入社农户有 148户村
民，村民带地入社土地有补偿，在合作社工作领工资。村民满
桂彬说，他有种植食用菌的经验，但是苦于没有资金就向合作
社说了种植的意愿，没想到合作社给他出资 20万元，他今年种
植了 13万袋滑子菇，目前长势不错，期待今年的好收成。

虽然合作社刚成立一年多的时间，曲氏兄弟又有大动作
了。曲长江的弟弟曲长宏给记者拿来一沓滑子菇出口的报关
单，他说，一家企业采购我们的滑子菇销往俄罗斯，价格是3.7美
元，我们卖给他们才3.3元，我们必须树立品牌，卖出好价钱。今
年合作社建了现代化冷库，上了一条生产线，并开始申请注册

“九北龙大”商标，可以对食用菌、果蔬进行速冰生产加工，可冷
冻滑子菇粉。曲长江说，合作社必须延长食用菌产业链，向深加
工要效益。利用先进的物联网技术、自动控制技术、通过二维码
追溯管理系统对单个产品赋予唯一身份证，实现一件一码，做
大做强“互联网+农业”，让“九北龙大”走进千家万户、闯出国门。

手机遥控小管家 蘑菇种植智能化

本报讯（张强 记者薛立伟）近期，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认
真贯彻落实中央纪委六次全会、省纪委六次全会和省发展环境
整治推进工作会议精神，加大工作力度，查处了一批侵害群众利
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现将10起典型问题通报如下：

一、嫩江县劳动仲裁院违规收费问题。2013年 9月至 2015
年 9月，嫩江县劳动仲裁院在国家取消劳动合同鉴证收费项目
后，仍违反规定收取劳动合同工本费和鉴证费，累计 5.5万元。
2016年 5月，县劳动仲裁院院长杨久福、信访仲裁股仲裁员李
孟珊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二、望奎县灯塔乡敏四村截留农户泥草房改造补助款问
题。2014年，敏四村在发放泥草房改造补助款时，挑取经济条
件较好的 6户家庭，每户截留 500元泥草房改造补助款，用于办
理泥草房改造事务过程中产生的车费、饭费等支出。2016年 4
月，该村党支部书记王成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三、肇州县二井镇光荣村向村民摊派打井费和修路款问
题。2013年 9月，光荣村在县有关部门和镇财政所已经拨付专
项资金的情况下，又向部分村民摊派打井费、修路款合计 8万
元。2016年 6月，该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孟庆祥受到撤
销党内职务处分。

四、哈尔滨市呼兰区许堡乡房身村党支部书记周纯宽占用
村集体土地问题。2009年至 2015年，周纯宽未经村民代表大
会同意，在没有签订合同的情况下，占用村集体土地 48亩，一
直未缴纳承包费，合计 1.23万元。2016年 6月，周纯宽受到留
党察看处分。

五、哈尔滨市香坊区建筑街道办事处安全监督员刘慧峰勒
卡刁难监管对象问题。2015年 12月至 2016年 1月，刘慧峰多
次一人到辖区内某网络会馆执法检查，并向经营者李某索要

1000元。李某未满足其要求，刘慧峰又以要取缔李某已取得
经营许可的鞭炮摊位相威胁。2016年 4月，刘慧峰受到留党察
看一年处分。

六、桦南县土龙山镇政府干部张德春勒卡困难群众问题。
2013年 12月，张德春以为受灾户徐某协调办理低保为由，收取
徐某高息借取的钱款 5000元。直至 2015年 11月，张德春也未
能给徐某办理低保，并在徐某多次索要的情况下拒绝归还所收
钱款。2016年 3月，张德春受到留党察看、行政降级处分。

七、绥化市北林区粮食局出纳员何敏侵吞遗属费问题。
2015年，何敏利用职务便利，将 2012年至 2014年调资后应补发
给杨某等 6人的干部遗属费，共计 5580元据为己有。2015年
12月，何敏受到行政撤职处分，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八、漠河县北极镇北红村支部书记赵民兴私分农机补助金
问题。2015年 9月，赵民兴擅自将漠河县农机总站拨付给北红
村的农机补助金 1 万元，分给其弟弟、表弟、朋友等 3 人 6700
元，自己留用 3300元。2016年 6月，赵民兴受到党内严重警告
处分。

九、饶河县饶河镇昌盛村助理会计杨华骗取低保金问题。
2012年 5月，杨华在本人及妻子不符合低保条件的情况下，采
取提供假照片、瞒报实际收入的方式，向饶河镇政府申办农村
低保并得到批准。截至 2015年 2月，共骗取低保金 1.35万元。
2016年 2月，杨华受到开除党籍处分，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十、海林市海林镇西德家村党支部书记宁洪江冒领村民占
地补偿款问题。2015年 6月，宁洪江伪造了一份被占地农户签
名按指纹的委托办理征地补偿会议记录，骗取、冒领征地补偿
款 1.2万元，用于村集体各项费用支出。2016年 6月，宁洪江受
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省纪委监察厅通报10起侵害
群众利益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本报讯（记者樊金钢）记者 22日从哈尔滨仲裁委员会获
悉，成立二十年来，哈仲共受理仲裁案件 3700余件，累计挽回
经济损失逾百亿元，为优化哈尔滨市乃至黑龙江省的区域法
治环境贡献了力量。

据悉，1996年 8月 22日，哈尔滨市政府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仲裁法》的规定，组建了哈尔滨地区唯一的解决民商事纠
纷的仲裁机构——哈尔滨仲裁委员会，现已历四届。哈仲受理
案件类型逐渐由开始的不足十类拓展至近三十个类别，受理案
件的调解率也由成立之初的 20%提升至近三年的 60%。哈仲
也因此成为国务院法制办确定的全国 19家“两化”（案件受理
多样化，纠纷处理多元化）试点单位之一。由于公信力不断提
升，选择哈仲解决争议的外地当事人越来越多。据统计，2015
年至2016年7月哈仲受理案件中，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住所地
不在哈尔滨的案件共309件，占受案总量的25.66%。

哈尔滨仲裁委
20年挽回经济损失逾百亿

（上接第一版）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实现了“南
果北种”，一年四季都可观赏到香蕉、莲雾、菠萝蜜等热带植
物，培育的巨型南瓜达到 492斤。从小在北方长大、现居南
方的游客徐永庆表示，参观园区后特别震撼，看到垦区农业
科技发达、生态环境变好，作为家乡人特自豪。

7月中旬，“寒疆果都”五九七农场金红苹果区内果香
四溢，黄里透红已成熟的“龙垦 2号杏”挂满枝头，青色的

“K9苹果”再有 20多天也将成熟进入采摘季。
“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山，现在种植的小苹果，是用

原来荒山上的山丁子果与苹果嫁接而成的，口感独特，销往
全国各地，原来的荒山变成了花果山。”五九七农场第六管理
区副主任杨怀峰说，“这5万亩果林有120多个品种，年产量5
万多吨。春季赏花、夏季登山、秋季看果，这两年还引进了果
树私人订制项目，果树挂上认种游客的名字，果子成熟后，游
客可自行采摘，按斤结算，现在游人一年比一年多。”

7月 22日，在建三江七星农场绿色果蔬园区内，游客崔
宪伟带着孩子，自己动手采摘“冰激凌”西瓜和“八里香”香
瓜。崔宪伟说：“虽然价格贵些，但水果新鲜，口味好，采摘
乐趣多。”

园区农艺师杨春燕告诉记者，园区培育的新品种西瓜
口味清爽甘甜，每个 30元仍供不应求，采摘蔬菜和水果实
行会员制，现在已有近百个会员，每年旅游创收达到 50万~
60万元，占园区总收入的 15％左右。

度假休闲游 “候鸟”养老成时尚

7月中旬，76岁的南京游客周湘南老人，第一次跟随北大
荒养老中心来到建三江七星农场，“天气特别凉爽，东西新鲜
又好吃，凌晨2点起床看日出、参观万亩大地号、第一次体验拿
着烟袋上炕……每一天都感到很新鲜！”他这样告诉记者。

农垦北大荒养老中心经理唐蓓说，近两年，从6月份就开
始进入到南方老人来我省避暑度假的旺季，一直会持续到9月
份，养老中心200多张床位早就预订一空，其中很多都是去年
来过的老人，还有一些老人是慕名而来。今年养老中心第一
次组织46名老人到建三江度假，这里除了气候宜人，玉米、东
北大米等绿色食品特别受欢迎，很多老人都表示明年还要来。

近年来，垦区拓宽旅游市场空间，组织企业赴北京、上海、
长沙、广州、大连推介旅居养老游，精心设计了牡丹江镜泊湖林
海雪原、建三江大湿地黑瞎子岛、红兴隆珍宝岛小三峡、北安五
大连池、哈尔滨风土人情5条“候鸟养老”线路，确定了北大荒养
老中心、建三江局直敬老院等养老机构和当壁镇农垦接待中
心、北安农垦五大连池接待中心等为“候鸟养老”接待场所。

此外，垦区不断整合养老资源，完善“候鸟”服务网，成
立了北大荒养老协会，吸纳会员单位 115家，创新养老模式
的同时，升级了服务质量。

看山赏水品绿色
农垦旅游亮点多

黑龙江储备物资管理局原局长、离休干部张永祥同
志，因病于2016年7月29日在哈尔滨逝世，享年84岁。

张永祥同志系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1948年 10月
参加革命工作，1953年 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黑
龙江省储备局人事干事、副科长、科长、副处长，黑龙江
储备物资管理局副局长、局长等职。1998年 2月离休。

省委老干部局

张永祥同志逝世

本报讯（张强 翟振东 记者薛立伟）据省纪委监察厅网站
消息，日前，经省委批准，省纪委对肇东市委原书记赵胜利严
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经查，赵胜利违反政治纪律，对抗组织审查；违反组织纪
律，不按规定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干
部选拔任用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违反廉洁纪
律，收受礼金、礼品，搞钱色交易；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企业经
营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其中，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问题涉嫌受贿犯罪。

赵胜利身为党员领导干部，理想信念丧失，严重违反党的
纪律，且党的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恶劣、情节严
重。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省纪委
常委会议审议并报省委批准，决定给予赵胜利开除党籍、开除
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线索及所涉
款物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赵胜利严重违纪被双开

本报讯（仇建 蔚征 记者狄婕）日前，哈尔滨至台湾台中
航线开通。

据悉，该航线由台湾远东航空公司执行。机型为MD83，
航班号FE9207/8，每周四执飞。具体航班时刻为：7时由台中
出发，10时 40分到达哈尔滨机场；11时 40分由哈尔滨返回，
15时 30分抵达台中机场。

哈尔滨至台中航线开通

本报22日讯（江丽波 记者董新英）微笑是人类温暖的体
验和幸福的表达，但在我国平均每 600名婴儿中就有 1名唇
腭裂患者。为了帮助孩子们绽开笑颜，成就未来，22日至 27
日，哈尔滨市第一医院将携手“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一笑慈
善基金”项目联合举办国际大型公益活动。

届时，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颌面外科、美容整形外
科、麻醉科、儿科的 30余位知名医生组成专家团，将来到哈尔
滨市第一医院整形美容外科进行手术援助。此次活动针对患
有唇腭裂、面横裂的贫困患儿免费开展。即日起，招募活动正
式启动，将招募百名 2岁至 12周岁患有唇腭裂、面横裂的贫困
患儿。此次公益行动没有地域、国界限制。目前，已向非洲、蒙
古、朝鲜、俄罗斯等多个国家发出邀请。国内和省内患儿需携
带当地社区或街道开具的贫困证明预约报名，符合条件即可获
得手术治疗全部免费的机会。特别提醒，预约手术需提前一周
到哈尔滨市第一医院进行前期审核、筛查及术前准备。

国际公益诊疗行动
招募唇腭裂患儿

近日，我国最北农业县呼玛县进入麦收季节，全县各乡
镇、村屯的农业合作社、农户纷纷抢抓晴好天气，抢收成熟
小麦并及时进行晾晒，确保颗粒归仓。图为22日，呼玛县
呼玛镇西山口村科振农机合作社的一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在
收割今年试种的有机小麦。 周长平 本报记者 刘大泳摄

中国最北农业县进入麦收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