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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评公示
我单位委托编制的《铁科高

速五常至拉林河（吉黑省界）段环
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
完成，现向公众进行登报公示，详
见 ：http://www.hljwch.gov.
cn/xwxx/gs/2021-02-19/40
01.html查看，公示期限为自即日
起5个工作日。

联系人：陈先生
0451-51998767

黑龙江省公路建设中心

环评公示
我厂拟在黑龙江省绥化市肇东市

和哈尔滨市双城区建设涝州气田产能
建设地面工程，现就环评事宜向项目
周边的居民和其他组织等征求意见。
详见http://www.dqt.com.cn/huanpin
g/256028.html。查阅纸质环境影响报
告书或其他信息可直接联系建设单位
或环评单位。

联系人：张工，18345597860。
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第十采油厂

吸收合并公告
根据桦川县横头山粮库粮食收储有限公

司、桦川县四马架粮库粮食收储有限公司的

股东决定，并报经桦川县粮食局批准，桦川县

横头山粮库粮食收储有限公司拟吸收合并桦

川县四马架粮库粮食收储有限公司。桦川县

横头山粮库粮食收储有限公司存续，桦川县

四马架粮库粮食收储有限公司解散。合并前

桦川县横头山粮库粮食收储有限公司的注册

资本（实收资本）200万元；桦川县四马架粮库

粮食收储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实收资本）150
万元；合并后存续的桦川县横头山粮库粮食

收储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实收资本）350 万

元。根据《公司法》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合并各方的债权债务均由合并后存续的桦川

县横头山粮库粮食收储有限公司承继。请债

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

通知书的自本次公告发布之日起四十五日

内，可以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

担保。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15845404566
联系人：门琰鑫

联系地址：桦川县政府一楼109室
桦川县横头山粮库粮食收储有限公司
桦川县四马架粮库粮食收储有限公司

2021年3月1日

解除劳动合同公告
李佳琳（身份证号：2301211989****2014），因你旷工已超过15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法》第三条第二款：“劳动者应当遵守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及第二十五条：“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二）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者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之规定，单
位决定于2021年2月3日解除与你存在的劳动合同。请你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30日内到单位人
力资源部办理相关离职手续，逾期后果自负。

单位地址：哈尔滨市道里区东湖路29号群力收费站313室人力资源部，特此公告。
黑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运营分公司

2021年3月1日

践行信访工作高质量发展最美信访干部风采展示

二十年如一日，初心未改。从青丝
到白头，拼搏不息。宁安市信访局局长
李滨深怀着对工作的满腔热忱和对党的
无限忠诚，从挂职村委会主任到信访局
长，始终坚守、拼搏在信访工作第一线。
二十年来，妥善处理一般信访事项 1万
余件次，化解信访问题 8千余件次。坚
持守正创新，在全省率先推出“案审会制
度”、“三位一体”包保机制、ABC分类体
系、疫情防控常态化视频接访、创建“访
民之家”等多项创新工作机制，不断畅通
信访渠道，推动信访工作健康发展。

深植厚爱尽心竭力

“信访工作是密切党和政府与广大
人民群众联系的特殊桥梁和纽带。做好
信访工作首先要做好群众服务工作”是
李滨始终坚持的一个原则。他时刻提醒
自己要把信访群众当亲人，努力去做信
访群众的贴心人和代言人。他在多年的
信访工作中，总结了“换、听、疏、暖”四字
接待法，“换”即换位思考，不论信访人的
诉求是否合理，李滨都会先站在信访人
的角度，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

“听”即全面倾听，耐心、细致地倾听信访
人的诉求，让信访人把火说出来、把气静
下来；“疏”即因势利导，做好心理疏导工
作，为后续工作打好基础；“暖”即心暖如
家，从心理到环境，从软件到硬件，在各
个方面为信访人营造一个温暖的“家”。
为了做好信访接待工作，李滨努力拓展
知识、提升修养，攻读心理学、管理学等
各类书籍千余册。他还积极倡导信访干

部要成为心理专家，引领全市信访干部
心系群众冷暖，时刻关注预判人民群众
生产生活当中出现的各类困难和问题。
2020年伊始，他积极向上争取资金，升
级改造来访接待大厅。在完善提升候访
座椅、全时热水、医药急救箱、老花镜等
便民物品的同时，又增设了老幼病残孕
专座、wifi无线网络、充电线桩、导访小
红帽等10余项贴心服务，让来访群众有

“家”的温馨感和幸福感，拉近距离、消弥
隔阂。

树正立本用情解难

“信访干部肩负着党委、政府的重托
和人民群众的期盼”，做为一名老党员，
李滨局长时时刻刻警醒自己以身作则，
认认真真对待每一件信访事项。他每天
都提前 1小时上班，做好各方面的准备
工作。在接待中，他始终把群众满意作
为第一标准，以心换心，以情换情，为群
众真心实意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题、坚
持不懈做好事，努力化解新时期群众合
理合法信访诉求，树立政府的良好形
象。2020年10月，李滨局长在接待来访
群众过程中，了解到信访群众王某正在
积极为东京新城小区物业公司员工孟某
筹集治疗费。孟某胃癌晚期，化疗四个
月，为了治病已花光家中所有积蓄，孟某
的儿子患有小儿麻痹症，女儿残疾，均无
劳动能力，孟某病倒后，本就羸弱的家庭
更是雪上加霜。李滨局长在依法快速化
解王某信访问题的同时，积极协调市民
政局、市残联及社会群体开展爱心捐助，

并将筹集到的近万元医疗救助款亲自交
到孟某家属手中，使家属深深感到了党
和政府的温暖。

理序强基锐意创新

“人不伤心不落泪，人无难处不上
访”，李滨局长深深体谅着每位信访群众
的困苦与艰辛。面对一封封求助的信
件，一张张焦急的面孔，一双双期盼的眼
睛，一道道未解的难题，他不仅没有迷
茫，反而更加坚定了信访为民、破解信访
难题的信心。建立符合宁安市实际和发
展需求、科学完善的信访工作机制，是李
滨局长接任信访局长后给自己定下的第
一个目标。他先后研究制定了“案审会”
细则、市级领导接待日工作细则，建立了

“视频接访”工作机制等等，多次得到省
里、牡市的表扬和报道。2019年，他创
建信访事项ABC分类体系，A类是暂无
政策依据的历史遗留问题；B类是需通
过多部门协调解决的问题；C类是属事
单位必须化解的信访问题；全部案件落
实市级领导包保责任。协调市级领导召
开信访联席会议几十次，听取市级领导
包案情况汇报，逐案拿出处理建议意
见。2020年，召开案审会例会几十次，
有效地化解了重访积案，实现信访总量
稳中下降的预期目标，为全省化解重访
积案提供了宝贵经验。创新“三位一体”
包保稳控机制，属地属事公安快速协调
联动机制，使越级访问题在最短时间内
有效控制。

无私奉献无怨无悔

二十年坎坷历程，二十年风餐露
宿。李滨局长不辞辛苦，不怕劳累，主
动协调京、省、市相关部门及时把握前
沿信访动态，准确反馈访情信息。他长
年奔波在信访工作一线，没有规律的作
息和饮食，导致不到 40 岁的时候就患
上了严重的关节炎、高血压、高血脂、冠
心病、糖尿病等多种疾病。2009年，李
滨局长在驻京接访期间旧病突发，危及
生命，住院治疗 4个多月才康复。他多
次病倒在北京、哈尔滨、牡丹江和单位，
但他始终无声地忍受着病痛的折磨，没
有因为身体的原因影响工作。始终挑
最艰难、最有压力的岗位，他常用“我身
体还行，还能干点啥”来说服同事、安慰
家人。李滨局长驻京 18 年，12 个春节
是在北京一个人度过。他只能通过电
话和年迈多病的母亲、妻儿简单问候。
妻子做手术，作为丈夫没在身边陪护；
母亲病危，作为儿子没在床前行孝；母
亲病逝，他饱含热泪、倍受煎熬从北京
返宁安奔丧。他常说：“人活着就要关
心和帮助他人，只为自己活，被社会养，
猪狗不如”他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
的。他总是出现在最有困难的信访人
身边，视年迈的老人如父母，视同龄的
人如兄弟，视年幼的人如子侄，他用实
际行动诠释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宗旨，也用无怨无悔的坚守和付出，在
平凡的岗位上书写下了不平凡的人生
华章。

没有豪言壮语，没有轰轰烈烈。李
滨局长始终把“真诚对事业、真心对群
众、真情对同志”作为自己的人生座右
铭，像一株咬定青山的劲松，不为名利、
不图回报，默默地奋斗在信访工作第一
线，为化解信访矛盾，破解群众难题，维
护和谐稳定，服务社会发展，全身心奉献
着光和热。

杨雪：信访一线舞动的“陀螺”
□肖伟玲

与深耕信访工作多年的“老信访”
相比，哈尔滨市道外区信访局案件科负
责人杨雪，是个新手，2009年才加入信
访系统的她，在信访系统工作了12年。

12个春秋，4380个日夜，可以计数的
时间，无法衡量的付出。从2012年成为
科室负责人以来，杨雪带领科室承担国
家、省、市上访10000余件信访事项和网
络办理工作、150余件“三跨三分离”事项
变更工作、对5000余件信访事项进行了
自查自纠，并对2000余件案件精准建档。

“半路出家”的“专家”

12年前，杨雪从一名人民教师转行
成为信访干部。她抛下刚出生7个多月
的孩子，毅然做起了“背奶妈妈”。由于
居住地点在乡镇，距离她工作的单位有
几十公里，她每天都早出晚归，回到家
里时，孩子早已熟睡。白天，杨雪在单
位听到的是百姓的心声，回到家，她听
到的却经常是孩子的哭声。但在这个
过程中，杨雪渐渐用自己细腻的情感，
对上访百姓的心情感同身受，学会了信
访人的第一步——接访。

将心比心，杨雪始终坚持用自己最
大的真诚、善意，给予上访百姓帮助。
接访工作中，她经常需要面对一些特殊
的上访人。还记得，曾经有一位80几岁
的大爷，每周都要来道外区信访局两
次。他对 80年代的一项房改政策不能
理解，就每周到信访办寻求解决，于是，
杨雪就成了这位大爷的“聊友”。用杨
雪的话说，大爷这么大岁数，每周两次，
风雨不误地来信访局，也算是一种锻
炼，我再让他气顺一顺，高高兴兴地回
家，身体棒了，也就能听进劝了。

12年来，杨雪完成了从新手到系统内
专家的跨越，她曾作为培训讲师为整个哈
尔滨市信访系统的信访干部做培训，不断
通过集中培训、以会代训、单独辅导等多
种方式，将学到的知识进行传播。经过多
年的工作经验总结，杨雪撰写了《做好信
访卷宗整理工作的几点体会》，发表在全
省信访领域权威刊物《龙江信访》杂志上。

疑难案件“粉碎机”

道外区信访局的所有疑难案件都
在杨雪这里。

在案件科，杨雪有自己的一摊工作，
主要办理一些国家、省市、区里督办的重
大案件，除此之外，局里所有的疑难案件
也都是她的“一亩三分地”。2010年 10
月份，杨雪接到了一个“大项目”。当时，
整个局里一共有200多件疑难信访事项
没有办结，这200多个沉甸甸的重担压在
了信访干部的心头上。为了尽快解决这
些案件，道外区决定进一步加强信访督
查督办工作，指定杨雪负责信访案件的
督办。从信访接待到案件前沿，如何迅
速转型以化解疑难案件？杨雪没有华丽
的语言，她只是脚踏实地，对这些疑难案
件一个接一个的“攻克”，每个案件不办
到百姓满意就坚决不结案。在办案最紧
张的时刻，杨雪病了。为了在时限内化
解办结案件，她带病工作，几个月内连续
工作不休息，一边点滴一边办案。经过
逐一梳理案件情况、与责任单位研究制
定调处措施，解决方案一个个出炉，终于
换来了百姓由衷的笑容。最终，在规定
的办理时限内，杨雪高质量高标准完成
了这项工作。

从此以后，疑难案件“粉碎机”成了
杨雪的标签：多年未结的历史遗留案件

都成了杨雪的“攻关项目”。

“一根筋”的信访干部

杨雪太“轴”，太“一根筋”，这是她
的领导、她办理案件的责任单位和群众
对杨雪的共同评价。

2020年，一件省领导包保、国家信
访局督办、区里重点关注的案件摆上了
杨雪的案头。

案情不复杂。开发到一半的一个旅游
项目，开发商突然病逝，动迁的百姓被吊在
半空，原来的房子被拆了，新的房子还没有
着落，连住的地方都无法保证，无奈之下，
一位姓刘的大哥找到了道外区信访局上
访。通过细心梳理资料，杨雪认定了最
主要的责任单位。按照工作流程，对方
需要给杨雪整理、提供所有有关的资
料，以备工作之用。可由于杨雪的要求
实在太多，实在太严格，责任单位的对
接人员只能一次次无奈地摇头“没见过
你这么严的”，而杨雪每一次都是微笑
地回复“不是我严格，是上访的百姓严
格”。经过不懈的努力，所有的资料终
于搜集齐全。可杨雪在整理资料的过
程中却渐渐皱起了眉头，她发现，根据
案卷显示，上访的刘大哥问题虽然肯定
能够得到解决，可没房子的百姓不止刘
大哥一个，其他的百姓怎么办？杨雪拿
起手机，拨通了责任单位对接人的电
话：她进一步要求对方提供这个事件的
整体资料。本来已经松了一口气的对
方差点和她吵了起来：“已经完备的资
料为什么还要追加？没有上访的问题
为什么要提供资料？”问题一个个冲到
杨雪的耳朵里，杨雪知道对方的质问有
道理：上访的明明只有一个刘大哥，为
什么要扩大范围？可那个沉甸甸的念
头同时也不断的在冲击她的心灵：解决
了刘大哥的问题，其他群众就没问题了
吗？杨雪跟对方沟通了许久，最终才达
成一致：这个问题不解决，案件不收
工。但对接人仍然无法理解，只能给了
杨雪一个气冲冲的评价——“一根筋”。

如今，一共十几户百姓已经有了自
己的房子，杨雪通过自己的“一根筋”解
决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群体上访案件。

上访群众的“自己人”

信访局每天都要接待上访的群众，
可所有的上访群众都知道，杨雪是他们
的“自己人”。

李大姐是一位上访了八九年的老
上访户，跟信访工作人员吵架是生活日
常，可就是这样的李大姐，第一次面对
杨雪询问时的反应却让人大跌眼镜。
杨雪至今仍然记得第一次看到李大姐的
样子，她穿的很随意，让杨雪感到意外的

是，她居然领着一个小小的孩子来上访。
“孩子需要在关爱中长大，你上访时的环
境嘈杂恶劣，对孩子的成长不好，以后不
要带孩子来了”。杨雪的一句责备，却差
点说哭了牙尖嘴利的李大姐，“唉，没办法
呀，儿子儿媳离婚了，没人照顾，我自己一
个人也没有老伴儿，只好到哪里都领
着”。两个孩子的母亲杨雪和李大姐从孩
子说起，两个人促膝长谈，李大姐诉说了
多年的艰辛，杨雪也理顺了案件的过程。
她严厉地“批评”了李大姐多年来对信访
工作的不配合、对不合理要求的缠访、闹
访，最后，杨雪承诺，虽然李大姐的不合理
要求政府不会给与解决，但是她作为信
访干部，可以帮助李大姐找到生活的来
源。如今，在杨雪的努力和道外区政府
的帮助下，李大姐已经获得了爱心救助
和帮扶。现在，她仍然经常来找杨雪唠
嗑，她会跟其他的上访户说：“杨雪理解
我，她是咱们上访户的自己人！”

12年来年假只休过三次，眼镜度数
从375度涨到650度，颈椎病腰间盘疼得
要站着打字；爱人突发疾病住院，医生
警告随时有危险，她却无法照顾；父亲
去世前，她匆匆忙忙从工作岗位上赶到
身边，可父亲却只来得及和她说了一句

“你忙，你回去吧”……
很多人对她说：“你到底负责哪摊

工作？办理案件、接待访民、制定方案，
汇总材料，连‘全省信访信息系统’的维
护和管理你都管，好像啥事都和你有
关，放着教师有寒暑假不当，来这里挨
这些累，值得吗？”

值得，她的回答只有两个字。
2019年国家攻坚战案件全部办结，

哈尔滨市信访局交办“减库存、控增量”
150件有理与部分有理访案件化解率达
到99%以上。杨雪的优秀表现让当年的
省信访联办第 689期发布了《哈尔滨市
道外区攻坚越级、群策化解全力打造

“稳定道外”》的专刊进行表扬。2020
年，她承担国家信访局“重大疑难”事
项、省信访联办“精准督查”事项、全市

“减库控增”积案化解及省、市领导包保
工作，案件化解与办结均得到“双百”。

“陀螺”十几年如一日的“转”，“转”开
了百姓心中多年的阴霾，“转”活了信访工
作机制，“转”来了春华秋实累累硕果。十
余年来，作为基层信访干部，杨雪没有荡
气回肠的豪言壮语，有的只是在信访岗位
上工作的严谨细致、勤恳敬业、攻坚克难、
始终如一，用她的拼搏、睿智、无私诠释了
信访战线一名女性工作者的担当与奉献。

她不是旋转的“陀螺”，她是信访工
作中最美的“舞者”，为信访事业，为党、
为民竭尽己力舞出无私奉献、舞出稳定
和谐。

李滨：20年甘当信访群众的“代言人”
□冯昱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