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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海玉树芳飞雪 雪原欢歌醉长风
“ 赏 冰 乐 雪 ”长 镜 头 ⑤

本报讯（记者马云霄）日前，记者从省物价监督管理局获
悉，根据国家发改委印发《关于完善两部制电价用户基本电价
执行方式的通知》要求，我省将完善两部制电价基本电费执行
方式给用户带来实惠。同时支持企业转型，减少停产、半停产
企业电费支出，降低实体经济运行成本。

两部制电价由电度电价和基本电价两部分构成。《关于完
善两部制电价用户基本电价执行方式的通知》内容中，放宽了
基本电费变更周期限制。用户一季度就可以申请变更一次，提
前 15天向电力部门申请就可以。选择按最大需量交纳基本电
费的，一个月可以申请变更一次，电力用户可提前 5个工作日
向电网企业申请变更下一个月（抄表周期）的合同最大需量核
定值。

放宽减容（暂停）限制。一是电力用户（含新装、增容用户）
可根据用电需求变化情况，提前 5个工作日向电网企业申请减
容、暂停、减容恢复、暂停恢复用电。暂停用电必须是整台或整
组变压器暂停运行，减容必须是整台或整组变压器的停止或更
换小容量变压器用电。电力用户减容两年内恢复的，按减容恢
复办理；超过两年的按新装或增容手续办理。原来规定已经申
请过减容的用户及新装、增容用户，两年内不得再申请减容或
暂停用电申请，现在取消了这些限制。二是电力用户申请暂停
时间每次应不少于 15日，每一日历年内累计不超过 6个月，超
过 6个月的可由用户申请办理减容。以前规定申请暂停是每
年两次，现在取消了这个规定，对暂停次数不做限制。三是减
容（暂停）后容量达不到实施两部制电价规定容量标准的，应改

为相应用电类别单一制电价计费，并执行相应的分类电价标
准。减容（暂停）后执行最大需量计量方式的，合同最大需量按
照减容（暂停）后总容量申报。四是减容（暂停）设备自设备加
封之日起，减容（暂停）部分免收基本电费。

为防止一些企业脱离实际有意压低最大需量核定值，影响
电网稳定运行，《关于完善两部制电价用户基本电价执行方式
的通知》还规定，电力用户实际最大需量超过合同确定值 105％
时，超过 105％部分的基本电费加一倍收取；未超过合同确定值
105%的，按合同确定值收取；申请最大需量核定值低于变压器
容量和高压电动机容量总和的 40%时，按容量总和的 40%核定
合同最大需量。有关企业在具体执行中如遇困难和问题，可电
话联系省物价监督管理局（价格处）或当地物价部门。

降低实体经济运行成本

我省将完善“两部制电价”

本报讯（仇建 赵燕星 记者狄婕）2日，记者从哈尔滨
机场了解到，元旦小长假期间，哈尔滨机场共起降航班 991
架次，运送旅客 12.9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 2.6%和 5.5%。

据介绍，2016年 12月 31日至 2017年 1月 1日，哈尔滨
出现大雾天气。受此影响，哈尔滨机场两天共取消航班 98
班次。

随着小长假的结束，探亲流、旅游流叠加，2日，哈尔滨
机场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当日进出港旅客达 5万人次。

针对大雾天气出现的大面积航班延误，哈尔滨机场启
动了不正常航班应急预案，加强了信息传递沟通和服务保
障。现场运行指挥中心加强了与航空公司、空管等单位的
联系，及时将进出港航班信息反馈给相关保障部门。

哈机场运送旅客12.9万人次

本报讯（宋运军 记者邢汉夫）记者从哈尔滨太阳岛雪
博会组委会获悉，元旦小长假期间，雪博会与往年一样迎来
了开园以来的第一个客流高峰，游客达 5.16万人次，创历届
雪博会新高。

元旦当天，本届哈尔滨太阳岛国际雪雕艺术博览会
形象大使马丁·赫肯斯，在雪博会“艺术+空间”通过微信
视频向冰城人民献上新年祝福，这次荷兰好声音冠军马
丁·赫肯斯受哈尔滨太阳岛雪博会组委会邀请，出任第 29
届哈尔滨太阳岛国际雪雕艺术博览会宣传推介大使，意
在扩大雪博会品牌的影响力，打造世界级哈尔滨太阳岛
国际雪雕艺术旅游文化时尚盛会，促进景区冰雪旅游文
化时尚产业发展。

雪博会接待游客5.1万人次

元旦期间，千余名冰雪爱好者相聚在位于哈尔滨群力外滩的赏冰乐雪园——黑龙江冬季群众体育活动基地，在“玩冰
乐雪嘉年华”系列趣味冰雪活动中，以独特的方式迎接新年的到来。图为雪地滚轮胎比赛。

华子宾 本报记者 郭俊峰摄

关注·元旦小长假

元旦期间，哈尔滨市民纷纷来到室外，在冰天雪地里
感受赏冰玩雪的乐趣。 本报记者 郭俊峰摄

元旦期间，伊春桃山林业局小东山原生态的美吸引了很多徒
步爱好者，图为游客在雪地拔河。 杨洪华 本报记者 邱成摄

本报讯（王天月 记者衣春翔）日前，世界翻译教育联盟成立
大会在广东召开，来自中国、英国、澳大利亚、美国等国家和地区
百余名翻译教育界专家学者共同见证世界翻译教育联盟的成
立。黑龙江大学及黑龙江大学《外语学刊》编辑部成为世界翻译
教育联盟创始成员单位，是我省唯一入选的高校和编辑部。

世界翻译教育联盟有40家创始单位，其中只有18所中方
高校和4家中方编辑部入选。黑龙江大学及《外语学刊》同时
成为世界翻译教育联盟创始成员单位，将为我省推动翻译学
科的发展、加强翻译学科国内外学术与人才培养交流起到重
要作用。

黑大成为世界翻译
教育联盟创始单位

本报讯(李福山 记者姚建平)为破解“三农”客户抵押难、担
保难，邮储银行龙江县支行积极探索“信用村”建设，通过整村授
信、单人用信的方式将信贷资金放到最有需求的农户手中，优化
了信用体系，2016年为“信用村”贷款达460万元。

据悉，龙江县华民乡爱民村的紫丰辣椒种植农民专业合
作社理事长鞠德良带着合作社的几位社员到邮储银行龙江县
支行办理贷款，为 2017 年的农业生产做准备。令人羡慕的
是，他们办的都是无抵押信用贷款，因为爱民村是邮储银行评
定的“信用村”。

“信用村”就是绝大多数农户是信用户的行政村。为做好
“信用村”建设工作，邮储银行龙江县支行制定了相关实施方
案和管理办法，并逐户进行信用评级。同时，创新金融服务方
式和金融产品，采取“一次核定、随用随贷”的授信管理方式，
简化贷款手续，解决了农户融资缺乏抵押物的问题，并通过突
出优化服务，全面落实信用激励措施。

龙江县

“信用村”抵押信誉
获贷460万元

本报讯（仇建 韩阳 记者狄婕）记者从吉祥航空了解
到，为满足冰雪节期间广大旅客的出行需求，从 1月 13日
起，吉祥航空将增开哈尔滨—杭州—博鳌、哈尔滨—杭州—
海口、哈尔滨—温州—贵阳 、哈尔滨—深圳四条航线。

据悉，哈尔滨—杭州—博鳌航线由吉祥航空A321机型
执行，每周一、三、五、日飞行4班，航班号为HO1083/4，10时
40分从哈尔滨起飞，13时 55分抵达杭州，15时 25分从杭州
起飞，18时15分抵达博鳌，19时从博鳌起飞，21时30分抵达
杭州，22时30分从杭州起飞，次日01时45分抵达哈尔滨。

哈尔滨—杭州—海口航线由吉祥航空A321机型执行，每
周二、四、六执行3班，航班号为HO1153/4，具体时间为：10时
40分从哈尔滨起飞，13时55分抵达杭州，15时20分从杭州起
飞，18时10分抵达海口；19时从海口起飞，21时30分抵达杭
州，22时30分从杭州起飞，次日01时45分抵达哈尔滨。

哈尔滨—温州—贵阳航线由吉祥航空A321机型执行，
每日一班，航班号为HO1081/2，具体时间为：07时 25分从
哈尔滨起飞，10时 50分抵达温州，11时 35分从温州起飞，
14时 15分抵达贵阳；15时 35分从贵阳起飞，17时 40分抵达
温州，18时 40分从温州起飞，22时抵达哈尔滨。

哈尔滨—深圳航线由吉祥航空A321机型执行，每日一
班，航班号为HO1667/8，具体时间为：06时 35分从深圳起
飞，11时抵达哈尔滨；20时 45分从哈尔滨起飞，次日 01时
35分抵达深圳。

吉祥航空开通多条航线
助力冰雪节

本报讯（王天月 记者衣春翔）为进一步加强我省高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有目标有计划地做好高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培养培育工作，近日，我省举行了全省高等
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骨干教师师资库评审会议，哈工大、东
林、东农等33所高校的66名教师入选全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骨干教师师资库，其中本科高校55名，专科高校11名。

根据要求，全省各高校认真组织了初选，共遴选 131名
教师进行申报。本着“公开、公正、择优”的原则，组织全省高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指导委员会专家，采取会议评审的方
式最终确定全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骨干教师师资库名单。

骨干教师师资库实行动态管理，每两年进行一次评审和
调整。进入师资库的教师将作为我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师队伍建设重点培育对象，为培育选拔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
教学拔尖人才和领军人物奠定基础。省教育厅希望各高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以骨干教师为榜样，更新教育教学观念，
加大对入选骨干师资库教师的扶持力度，努力把高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建设成为大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的优秀课程。

我省66名高校教师
成为思政课骨干教师

近日，在兰西县兰河乡红旗村田谷园玉米种植合作社，农民
正忙着将速冻黏玉米打包装箱，运往南方省市销售。据了解，该
合作社主营业务为农副产品种植、精深加工、销售等，年加工能力
为3000吨。 董云峰 牛铁男 本报记者 苏强摄

本报2日讯（荣家莹 徐宝德 记者
谭迎春）省安全监管局、省煤管局和黑龙
江煤监局元旦期间持续开展安全检查，
截至 2 日 17 时，共检查煤矿、危险化学
品、运输企业和人员密集场所 83 户，发
现隐患问题 77项。

2016年 12月 31日，检查组检查出双
鸭山市北方升平矿业有限公司生产井人
员定位系统漏检、瓦检员未固定检查区
域等隐患问题 9项；七台河市鑫华煤矿
未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延续和隆佳鑫煤
矿未开主扇的隐患问题；检查出黑龙江
省盛龙酒精有限公司带班领导不熟悉事
故应急处置流程的隐患问题；检查出双
城东双烟花爆竹经销有限公司和哈尔滨
市瑞彩烟花爆竹有限公司烟花爆竹摆放
超高等隐患问题各 3项。

1 日，检查组检查出鹤岗市向林煤
矿隐患排查记录作假、人员定位系统不
正常和矿井三段排水系统未形成就提前
施工等隐患问题 10 项，已责令停产整
顿；检查出七台河市福瑞德桃山六井（保
留停产矿井)井下有人抽水但主要通风
机停止运转，龙煤集团七台河矿业公司新
富煤矿八井采掘工程平面图标注不清和
监测监控系统值机人员交接班记录填写
不真实，七台河市茄子河煤炭实业有限责
任公司八井监测监控系统传感器未按规
定进行调校，鸡东县庆阳煤矿监测监控系
统无值机员交接班记录和传感器调校记
录不真实，鸡东县金霖煤矿监测监控系统
传感器调校记录不真实和主井井口门挡
闸失效的问题和隐患；检查出肇东市金鑫
日用杂品有限责任公司安全生产责任制
不健全、主通道不畅通等问题和隐患 5
项；检查出哈尔滨市道外客运站存在三
品检查仪通道未全封闭等方面问题，哈
尔滨群力远大购物中心存在消防控制室
值班员未持证上岗等方面问题，远创物
业公司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不在岗等方
面问题；检查出哈尔滨市麒麟集团有限公
司存在营运车辆动态监控中心对发现的
违章车辆处理未闭合的问题。

2 日，检查组检查出鹤岗巨达矿业
有限公司煤矿隐患排查记录作假、带班
井长不掌握入井人数等隐患和问题 10
项；检查出鸡西矿业公司城山煤矿立井
监测监控系统设置不符合《煤矿安全规
程》要求，鸡西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城子河煤矿九采区二井主井绞车钢丝绳未按规定检查、采
掘工程平面图未标注井筒煤柱保护线等参数和人员定位系
统运行不正常的隐患和问题；检查出大庆客运集团长途客
运总站中心站存在三品检查员未经培训上岗、部分消防应
急照明灯失效等 6个方面问题，大庆客运集团客运公司节
日期间只进行日常化安全检查等 2个方面问题，大商集团
大庆新东风购物广场西侧疏散门未能向疏散方向开启和部
分通道遮挡疏散指示标识等 4个方面问题。

检查组对发现的隐患问题，全部责成当地政府及相关
部门实施处罚并监督整改，要求将整改情况和处罚结果及
时上报省安全监管局、省煤管局和黑龙江煤监局。

我
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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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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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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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迄今为止，已有 36例病人受益于田野团队
的这项新疗法，患者特点以老年人群为主，年龄最小者 50岁，
最大为 90岁，平均年龄 70岁。同时伴有高血压、高血脂、吸烟、
糖尿病等多种动脉粥样硬化的危险因素，大多数病人因为间歇
性跛行引起的疼痛或颈动脉狭窄所致脑供血不足等问题就
诊。这 36例患者共包含病变股动脉斑块 150处、颈动脉斑块
47处。在声动力方法一至三次治疗后第 30天复查发现，其股
动脉斑块部位血管平均直径狭窄率由之前的 57.13%改善至
47.94%，颈动脉斑块部位血管平均直径狭窄率由之前的 59.13%
改善至 52.72%。

一位中年男患者，由于 30 多年的吸烟史及多年的糖尿
病、高血压病史，致使他的双侧股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负荷极
为严重，既往曾在血管外科接受过髂动脉支架植入术。目前
间歇性跛行及静息痛的症状也非常明显。在详细的筛查中，
田野确定该男士双侧股动脉斑块多达 15处，最严重处血管直
径狭窄率达 86%。田野当即为他开展了声动力治疗，结果其
症状两周内即获得显著改善，自觉下肢乏力状况有了一定程
度缓解。一个月后复查，其病变处平均血管狭窄率改善约
10%，病变最严重处血管狭窄率由 86%改变为 72%。到现在，
这位男士共接受 3次声动力治疗，在病变部位血流改善的同
时，相关功能学检查踏车试验证实，该患者由治疗初期无法

完成踏车动作试验，到治疗后最远行走 1里路，证明声动力疗
法的确能显著提高间歇性跛行病人的生活质量，改善患者远
期预后。

如何抑制动脉粥样硬化进展，甚至逆转动脉粥样硬化，
减少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一直是医疗领域关注的焦点和难
点。声动力疗法作为抗动脉粥样硬化创新性方法，具有起效
快、无创伤、可重复的诸多优点，通过体表多普勒超声定位斑
块，将低频超声能量由体表传递至斑块位置，数小时即可完
成全部诊疗过程。该临床研究目前最长已随访至第 18个月，
尚无 1例患者发生血管闭塞、血栓栓塞等心脑血管事件或需
要介入及外科手术。

随着国民生活方式的变化和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心血
管疾病的发病人数逐渐增加，现已成为城乡居民死亡的首要原
因。在东北寒地地区，因气候及饮食等诸多因素，心血管病发
病率更是远远高于全国其他省份。田野教授表示，这项探索性
临床研究初步证实声动力疗法可以快速抑制甚至逆转动脉粥
样硬化，期望通过结合多种影像学检测结果对其减轻动脉粥样
硬化炎症、逆转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生物学机制进行深入探
索，争取早日将声动力疗法大范围应用于多部位血管动脉粥样
硬化病变，尤其是冠状动脉病变的治疗中，以解决这一危害公
众健康、占用大量医疗资源的重大顽疾。

声动力疗法逆转动脉
粥样硬化斑块获新进展

本报讯（记者那可）记者从省公
安厅获悉，1 月 1 日起，黑龙江“互联
网+公安政务服务”平台(http://gafw.
hljga.gov.cn/)正式面向公众上线试运
行。平台同步推出“互联网+公安政
务服务”手机客户端、微信公众服务
号，群众可通过以上三种方式登录平
台，进行在线咨询、预约、申办、查询
等事项。

据了解，黑龙江“互联网+公安
政务服务”平台主要包括快速导航、
特色直达、新闻浏览、特色便民、办
件公示五大专题模块和办事中心、
诉求中心、查询中心三大便民服务
功能。办事中心实现了与群众生活
密切相关的 384 项业务全部网上办
理。其中，全流程类(通过 EMS 邮寄
实现)123 项、申报类 22 项、预约类
54 项、公示类 134 项、预约和申报类
23 项、办理类 28 项。诉求中心为群
众提供了 12389 举报、信访面对面、
专家键对键、我要举报、我要咨询等
十大警民沟通交流渠道。查询中心
主要包括身份证办理进度查询、出
入境办理进度查询、交管信息查询
以及重名查询等 13 类查询事项。
平台极大地方便了群众办事，有效
解决了群众“办事难”、“排队等”、

“办事烦”的问题。
目前，黑龙江“互联网＋公安政

务服务”平台已进入试运行阶段，广
大群众在运用平台办理事项的同
时，对平台功能不够完善、服务不够
到位的地方可通过平台“专家键对
键”、“我要建议”等栏目或技术咨询
电话等方式进行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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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刘琨 刘珊 记者谭迎春）近期，国家计算机网络
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黑龙江分中心依据工业和信息化部
《木马和僵尸网络监测处置机制》的相关规定，深入开展木
马、僵尸网络专项打击工作。监测显示，自去年 7月份以来，
我省受木马、僵尸病毒感染的计算机数量持续下降，由 7月的
55941台下降到 10月的 35991台，被感染的计算机主要分布
在哈尔滨、佳木斯、大庆等地。

黑龙江互联网应急中心工作人员表示，互联网安全从本
质上来讲就是互联网上的信息安全，而与互联网安全相对立
的概念是互联网威胁，我们常常听到的木马、蠕虫、黑客攻
击、个人信息的泄露等等都属于互联网威胁的范畴。要想清
除这些具有危害性的木马和僵尸程序并不难，当用户发现一
些可疑进程时，首先要结束所有可疑进程，然后删除可疑文
件并恢复注册表，最后重启计算机。若还不放心，可使用带
有最新病毒库的防病毒软件对全盘进行扫描，这样就可以完
全清除绝大多数的木马和僵尸程序。

我 省 受 病 毒 感 染
计算机数量持续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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