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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本报记者 赵一诺

清明节期间，省教育厅组织全省中
小学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学习英烈，
缅怀英烈”主题活动，缅怀、追思英烈，
致敬、传承英烈精神。全省各地中小学
通过开展公祭、瞻仰纪念碑、祭扫烈士
墓、观看红色影片、召开主题班团队会、
讲述英雄故事等系列纪念活动，学党
史、忆先烈、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传
承红色基因，树立远大理想，争做“黑土
红娃”。

为追思英烈，弘扬民族精神，1日上
午，呼玛县第一小学开展了以“缅怀革命
先烈 争做时代新人”为主题的清明节扫
墓活动。全体学生佩戴红领巾，手握白
花，怀着对烈士无限崇敬的心情来到烈
士陵园，伫立在庄严肃穆的烈士纪念碑
前，缅怀先烈。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少先
队员代表向烈士墓敬献花圈，全体师生
向烈士鞠躬默哀。祭奠仪式结束后，同
学们在讲解员的陪同下走进了呼玛县博
物馆，近距离地聆听“历史”，触摸“历
史”，感受“历史”。

2日，甘南县实验小学党支部带领
共青团支部、大队部开展清明节祭奠英
烈活动，缅怀先烈，致敬英雄。组织党员
教师、青年教师及少先队员赴音河水库
英雄纪念碑祭奠革命先烈，接受爱国主
义教育。在庄严的革命烈士纪念碑前，

少先队员敬献鲜花，优秀少先队员代表
全体学生献词，表达了对烈士深切的思
念。党员教师代表在纪念碑前宣誓，全
体党员教师重温入党誓词。祭奠仪式
后，少先队员和教师捡拾垃圾，为音河湖
畔环境保护献力。

双鸭山市文化路小学在清明节来临
之际，结合建党一百周年，为教育学生们
缅怀先烈，铭记历史，举行了以“清明祭
英烈，牢记党恩情”为主题的清明节系列
活动。学生们高举少先队队旗，佩戴鲜
艳的红领巾，手捧洁白的花朵，排着整齐
的队伍，来到双鸭山市烈士陵园革命像
前，肃立默哀，并在队旗下重温了入队誓
词。此外，学校还举行丰富多彩的主题
队会，诵读有关清明、春天等主题的诗
歌，让学生们了解清明习俗，感受经典文
化，体会家国情怀，增进爱国感情。

七台河市第九小学开展“缅怀先烈
我为建党百年献礼”主题红色故事赛活
动。参加本次比赛的小选手们个个信心
十足，他们有的慷慨激昂、有的深情低
诉、有的娓娓道来，整个活动掀起了一个
又一个高潮。选手们用一个个精彩的故
事叙说着同学们对英雄的怀念和敬仰之
情。同学们纷纷表示，一定要做英雄精
神和伟人风范的传承者与实践者，在学
习上、在生活中，把这种精神落实到每一
个细节当中，刻苦学习，练好本领，长大
后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力量。

缅怀英烈 传承红色基因

用党史教育培育“黑土红娃”

本报讯（记者张立）今后政府督查
推行暗访工作方法。近日，记者从省
政府获悉，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全省
政府系统督查工作，省政府办公厅出
台了关于贯彻落实《政府督查工作条
例》的实施意见，今后政府督查推行

“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
陪同和接待，直奔基层、直插现场”的

“四不两直”暗访工作方法。
实施意见规定，政府所属部门、机

构冠以政府督查名义开展的督查，要严
格执行部门申报——政府办公部门审
核——本级政府或本级政府行政首长
审批的立项程序。立项完成后要制定
督查方案，提前培训督查人员。督查结
束后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督查结论及整
改要求，提出对督查对象依法依规进行

表扬、激励、批评或追究责任的建议。
同时，大力推行“不发通知、不打招呼、
不听汇报、不用陪同和接待，直奔基层、
直插现场”的“四不两直”暗访工作方
法，严格落实“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员和
三分之二以上的时间精力用于线索核
查、暗访督查”的工作机制，国务院“互
联网+督查”平台交办的重要线索要上
提一级办理，办结率应达到100%，省政
府督查室将对线索逐一复核。

政府督查要坚持奖惩与督帮并举，
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政策执行做选
择、打折扣、搞变通以及不作为、乱作为
的，要依法依规提出批评或交有权机关
追究责任，并进行曝光。同时，既要善
于发现问题又要着力推动解决，做到边
督查、边协调、边解决问题。

不发通知 不打招呼 不听汇报

今后督查直奔现场

本报讯（记者刘畅）4日，在北大
荒集团建设农场有限公司，有机春小
麦开始播种，新的一年春播生产拉开
了序幕。

记者在春小麦播种大田看到，建
设农场有限公司抓住今春气温回暖
早、土壤墒情好的有利时机，组织职工

驾驶着大马力机车悬挂精密播种机驰
骋田野，将优选种子和口肥同时播种
到大田里。今年建设农场有限公司继
续坚持以市场为导向，进一步调整优
化种植比例，种植有机春小麦680亩，
预计4月6日前完成播种工作。

播种现场。 许颖献摄

本报讯（记者李美时）记者从省医
保局获悉，4月 1日起，省医保局在全
省范围内拉开了本年度以宣传贯彻
《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
加强基金监管为主题的集中宣传月的
序幕。据了解，2019年组织全省检查
定点医药机构 20045家，处理定点医
药机构5351家；2020年组织全省共检
查定点医药机构 18563家，处理定点
医药机构 5069家。两年暂停医保协
议1534家，解除医保协议281家，公开
曝光1037家，拒付或追回违规医保基
金6.37亿元。

在全省组织开展集中宣传月活
动，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纸、微信公
众号、网站等各种渠道，采取张贴海
报、发放折页、公益广告、动漫宣传等

多种宣传形式，开展咨询、培训等多种
方式，系统宣传解读《医疗保障基金使
用监督管理条例》和《黑龙江省医疗保
障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集中宣传
近两年打击欺诈骗保成果，加大典型
案例曝光力度，增强医保经办机构、定
点医药机构、参保单位和参保人员的
医保意识，促进全社会学法懂法守
法。全省医疗保障部门将认真贯彻落
实《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
和《黑龙江省医疗保障基金监督管理
暂行办法》，加强医保法治建设，全面
推进依法监管。坚持监督检查全覆
盖，组织开展抽查复查和依法严查重
惩欺诈骗保行为。聚焦“假病人、假病
情、假票据”开展专项治理，发现一起，
严肃查处一起，公开曝光一起。

聚焦“假病人、假病情、假票据”

我省加强医疗保障基金监管力度

春小麦播种啦！
北大荒集团春播生产拉开序幕

□姜水 本报记者 王颖

“李大哥，我给你送施肥卡来了，”“太
好了，正急着买化肥种地呢！”近日，倍丰
集团农化技术专家齐瑞鹏冒雨匆忙赶到
肇东市姜家镇丰宝村种地大户李立民家
中，两人坐在炕边唠起来。

为确保春耕农资供应，省供销社直属

龙头企业倍丰集团发挥全省农资供应主
渠道作用，连续几年为农民免费开展测土
配方施肥指导服务。上一年秋收之后，分
布全省的农化技术员们开始测土，根据土
壤测试结果，结合不同地区气候条件、施
肥习惯、目标产量等因素，确定测土配方
施肥营养补充方案及施肥指导作业书。
诊断报告以“施肥卡”的形式发放到农民

手里了，农户也可依托网络平台查询相关
信息。

于是，在备春耕之际，出现了李立民
家这样的场景：

“从土样检测结果看，今年要注意降
钾提氮这两个环节。氮低农作物就长得
慢,需要多补充尿素，一垧地按正常量多
加一袋。钾偏高减用量，另外要补充有机
质，把秸秆粉碎深埋到土壤中，增加土壤
有机质，改善土壤结构。”

“你这一讲解决大问题了，原来玉米
长势一般、产量提高慢是因为氮钾不平
衡！今年钾肥价格比较高，正好少用点降
低种地成本。”

“一定要平衡施肥，像吃饭一样营养
均衡补充。”

“找到问题对症下药，按照专家的方
案施肥今年肯定高产大丰收。”李立民兴
奋地说。

李立民是远近闻名的种玉米大户，去
年种地 2000多亩。尽管成绩不错，还是
有很多问题需要专家答疑解惑。几年来
专家为他专门定制的土壤农作物“营养配
餐”，让他尝到了甜头。

齐瑞鹏介绍，通过专家对土壤“号脉”

开处方，农户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精准选购
农资产品。各种肥料合理搭配，科学施
肥，既省钱又有效解决部分农户在农业生
产中盲目施肥、过量施肥等问题，进一步
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这边专家将“施肥卡”送到农民家中，
那边按方定制的肥料正在加紧生产、运输
中。占地面积 23万平方米，正常年吞吐
化肥60万吨——走进东北三省最大的化
肥配送中心倍丰集团肇东配送中心，铲车
转运、传送带运送、大货车装车卸车忙个
不停。

化肥生产车间里，带有地块、农户姓
名等信息的私人定制肥料正在加紧生产
中。“不同地块配制不同肥料，春节前后开
始加紧生产。年生产 10万吨化肥，供应
周边7县一区。这两天下摆加快，每天出
货1000多吨。”总经理丁椿介绍。

据肇东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平介绍，
目前该市备春耕生产工作正在有序稳步
推进，今年种植粮食面积 359万亩以上。
在确保农资储备丰富，货源充足，下摆顺
畅的同时，高度重视黑土地保护，指导农
民科学合理施用化肥，测土配方项目基本
实现全覆盖。

施肥卡送到农家

“营养套餐”助黑土地减肥增效

近日，我司看到哈尔滨秋林里

道斯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秋林里道斯”）、哈尔滨秋林饮料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秋

林饮料科技”）发布公告，称其与哈

尔滨秋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秋林公司”或“秋林集团”）无

任何关联关系。现我司澄清并公

告如下：

1、秋林里道斯（经查，成立于

2007 年）、秋林饮料科技（经查，成

立于 2011 年）两家公司与我公司

（秋林公司或秋林集团）确无关联

关系或投资关系。

2、秋林公司现经营场所位于

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 319 号，

是 120 年前由俄国商人“伊万·雅

阔列维奇·秋林”创建的伊·雅·秋

林无限公司（俄）在哈尔滨市投资

兴建的百货商场。该建筑是哈尔

滨市的标志性建筑，是哈尔滨市政

府认证的不可移动文物。

3、秋林公司（秋林洋行）成立

于 1900 年，是以其在哈尔滨市设

立的第一家百货商店为开端，121
年来，虽历经沧桑，但正统传承从

未断绝，企业存续关系清晰可查。

近年来，市场上出现个别假冒

或假借秋林公司百年商誉的经营

者，这种行为对秋林公司造成了巨

大伤害，秋林公司将进一步采取措

施，包括利用法律手段维护百年企

业利益。

4、秋林公司再次严正声明：秋

林公司百货业务目前仅在百年建

筑内开展，其它假借“秋林”二字经

营的百货商场，包括“哈尔秋林”

“秋林国际”等，均与秋林公司无

关。秋林食品业务，目前只有全资

子公司“哈尔滨秋林食品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秋林食品”）及其

下属企业进行生产经营。请广大

消费者明辨。

秋林公司是 1953 年由时任国

家领导人亲自批示有偿收归国有，

时名“国营秋林公司”。秋林公司

先后获得“商业部质量管理奖”，全

国总工会颁发“五一劳动奖章·全

国先进集体”，以及国家统计局颁

发“全国百家最大零售企业”等诸

多荣誉和奖项。

作为”中华老字号”的秋林食

品，现有九大类 200 余种产品。荣

获国家商业部颁发“优质名特产

品”“商业部金爵奖”等一系列奖

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秋林大

列巴”等特色俄式产品已成为哈尔

滨的标志性产品。

秋林公司作为全国仅存的几

家百年商企之一，见证了哈尔滨这

座城市的历史，与哈尔滨市人民拥

有深厚的感情。未来，秋林公司仍

将深耕百货与食品工业，肩负社会

责任，在秋林第二个一百年的发展

进程中，传承品牌，正本清源，创造

时代新辉煌。

借此机会再次诚挚感谢社会

各界的关注以及业界同仁们的关

心。

哈尔滨秋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秋林集团澄清公告2日，随着“开始爆破”的口令声响起，在“嘭、嘭”的爆炸
声中，一条上千米长、数十米高的冰浪在中俄界江黑龙江呼
玛县上江岛段（航标262—268）跃冰而起，场面十分壮观。

从1日开始，大兴安岭水务、应急、边防、公安等多部门
联动，对黑龙江漠河段、呼玛段、塔河段等重点江段实施冰
凌爆破，防止开江期间窄险江段形成严重冰坝引发凌汛。

据了解，黑龙江上游江段已连续10年在易形成冰凌卡
塞江段实施防凌爆破，有效降低了开江冰凌灾害的发生。

王婷 本报记者 刘大泳摄

黑龙江上游多处江段全力防凌汛

防凌爆破防凌爆破

化肥运送忙化肥运送忙。。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颖王颖摄摄

安置炸药安置炸药。。 开始起爆开始起爆。。

双鸭山市文化路小学举行清明节系列活动双鸭山市文化路小学举行清明节系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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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玛县第一小学的同学们走进呼玛县博物馆呼玛县第一小学的同学们走进呼玛县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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