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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利红 李天池

今年 3月中旬，记者采访时发现黑
龙江省建三江农垦庆之丰种业有限公
司向农民销售未审的水稻种，并对此进
行了报道。近日，黑龙江建三江国家农
业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农业水务局向
记者反馈，他们已对区域内未审先售水
稻种子的商家，按相关规定予以处罚。

接到记者反映情况后，佳木斯市
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局到建三江农资市
场检查发现，黑龙江省建三江农垦庆
之丰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庆之丰
种业）经营场所摆放了未审定水稻种
子样品。建三江农业水务局执法人员
到达现场发现一本种子销售凭证以及
部分种子样品，认为庆之丰种业涉嫌
销售未审定水稻品种，立即提取相关
证据。

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吕某某承认
两种水稻种子是当事人在自己的实验
地繁育的，销售给了两个农民。执法人
员认为庆之丰种业涉嫌经营未经审定
水稻种子，依法对庆之丰种业进行了立
案调查处理。

经调查，富锦市砚山镇光明村农民
孙盛强以交付订金2000元的方式，在庆
之丰种业订购了其中一种水稻种子
1600公斤，但未收到种子。农户王海峰
在庆之丰种业交了 500元的订金，订购
了另外一种水稻种子250公斤。庆之丰
种业经营、推广两种未审定的水稻种
子，在收取定金 2500元之后，并未将种
子发放给农民，该当事人知道自己的经
营行为涉嫌违法后，已主动将定金全部
退回。

据介绍，庆之丰种业此次销售行为
违反了《种子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应
当审定的农作物品种未经审定的，不得
发布广告、推广、销售”的规定。因当事
人未向农民发放种子，并主动将定金全
部退回，未使农业生产遭受损失。参照
《规范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办法》
第十四条之规定，鉴于当事人的表现，
建三江农业水务局决定给予从轻处
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
七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对黑龙江省建
三江农垦庆之丰种业有限公司没收违
法所得2500元，并处25000元的罚款。

未审先售水稻种
被罚款25000元

□文/摄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苏强

炎热的夏日里,为了方便市民安全地戏
水纳凉，哈尔滨市已在江北公路大桥和太阳
岛附近江边开辟了两处公益浴场。

27日，记者在公路大桥附近的上坞沙滩
浴场看到，浴场里有保安人员维持秩序，有
环卫工人清扫垃圾，还配备了救生船和专职
的救生员，随时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
岸边设有供孩子玩耍的大片沙滩，有免费供
游客使用的卫生间、洗手池、换衣间等。游
泳区也分为不同深度的成人区和儿童区，每
个区域面积都有近千平方米，供儿童玩水的

浅水区最深处不到 1米，保证安全。如果不
租用浴场的帐篷，来这里游玩是不需要花钱
的。

孩子们有的在岸边玩沙子，有的拿着水
枪打水仗，有的在父母的帮助下学习游泳。
大人们则在帐篷下聊天、野餐，尽情感受夏
日里的美好时光。

近日，哈尔滨持续高温，许多市民纷纷
来到江边戏水纳凉。在道外区十四道街附
近江边，记者经常见到野浴的市民。在道里
区九站老头湾附近的江边，记者看到很多市
民在这里野浴。此地岸边坡度陡、水流湍
急，如果水性不好，极易发生危险。为此，相
关部门提醒，切莫在江边危险地带野浴。

夏日纳凉莫野浴
公益浴场免费玩

江北公益浴场游客很多江北公益浴场游客很多。。

儿童戏水区，水浅坡缓，非常安全。

民生民生 聚 焦焦

天池

工人、公务员、网
络主播、医生、“快递
小哥”、教师、环卫工
人……工作没有高低
贵贱之分，无论何种工
作，只要在岗位上尽心
尽力，对社会有所奉
献，每个人都值得被尊
重。

然而“好钳工比研
究生还难找”的事例，
在今天依旧屡见不鲜，
轻视职业教育的陈旧
观念仍然在延续。“高
考热”“考研热”导致中
高级职业技术教育遇
冷。

改变目前职业教
育所面临的情况，首先
是要改变观念，营造人
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
其才的良好环境。作
为家长和老师要顺应
新时代，用新思想去指
导孩子人生，大力弘扬
劳动光荣、技能宝贵、
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
宣传“崇尚一技之长、
不唯学历凭能力”“三
百六十行，行行出状
元”……让更多人看到

“大国工匠”、能工巧
匠、“蓝领”的一技之长
如何惊艳四方！而不
应只片面宣传高分学
生及尖子生。社会是
多元化的，需要大批的
各行各业的人才，所谓

“人才”，并不一定要有
高学历。

越来越多的蓝领
人才发挥着带徒传技、
技能攻关、技艺创新、
技 能 推 广 等 重 要 作
用。这让人看到的是
希望，而现在所面临的
种种境况，无疑是在给
大众“警示”！也正因
如此，我们要让技能人
才在政治上有荣誉感，
经济上得到实惠，社会
上有地位，创新上更要
有平台，让“镇厂之宝”
们不但拿高薪，更受人
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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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天池 吴利红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滕放

技有所长，蓝领职工在诸多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虽然个别追求学历教育，轻视技能教育的陈观旧念，以及优秀职业技术教育学生即便
能在就业市场上受青睐，在诸多方面仍无法享受与学历教育毕业生一样待遇的“窘境”尚存。但是职业院校学生通过学校的培养和自身努力，
通过职业规划，专门的津贴，重新获得了自信心和社会认可度。

近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哈尔滨市民杜先生的
孩子明年参加高考，但成绩差强人意，很难考上理想的
大学。杜先生说，他思前想后，准备花重金，让孩子通过
参加艺术考试进入大学。“有朋友劝我，让孩子上高职，
掌握一门技术，今后工作更容易。但现在都是大学生，
没有大学文凭，我怕孩子会让别人笑话。”他说。

随后，记者采访了省内多所重点高中老师，大部分
老师表示，在此就读的学生几乎都会升入本科院校，即
便第一年没有考入理想大学，也会在第二年复读。采访
时，一些老师对于职业技术学院采取回避的态度。“学生
们在询问填报志愿时，他们很少提及职业院校，我们还

是以推荐大学为主。”一位老师如是说。
“成绩差强人意的学生，我会推荐他们去读职业大

学，学一门手艺，起码能找到个工作。”富锦市第三中学
的英语老师侯倩告诉记者：“但家长和学生会比较排
斥。”

今年高考公布分数后，记者随机采访了十多位分数
差强人意的考生，对于报考职业技术学院，大多数学生
都在犹豫中，只有两三名考生表示，正在了解职业技术
学院的相关资料。

“上技校？没面子”……虽然职业教育、技术教育在
不断发展，但社会偏见依旧存在。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职业教育虽然主管部门重视
了，但在个别市民心中依旧不太认可。

七台河市职业技术学校负责人李树中说：“从最近
召开的全国职业教育大会来看，可以说职业教育又迎来
了春天。一方面说明职业教育对当前国民经济发展至

关重要，另一方面也暴露出社会对其认可度依旧
不高。”

他表示，受传统升学教育影响，一
些人觉得“考大学”是唯一出

路，此外的选择都是“没有

办法的办法”，读了职业学校，只能“当工人”……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副校长孙百鸣表示，在多数人

的认识中，职业教育依然是断头教育，不能继续接受研
究生教育。他说：“经过几十年探索，普通高等教育已经
形成体系，职业教育类型有别于普通教育，考试运行模
式、组织方式等都需要创新和探索。”

此外，最现实的问题则是技术工人的社会地位和
薪资待遇，以及退休后的工资，都无法与事业单位、
行政机关等相比较，这使得很多考生不愿意报考职
业院校。

成绩差强人意 上技校觉得没面子

偏见影响考生报考职业院校

蓝领自豪感和
被认可度不断提升

业内人士：
抛开眼前分数
从长远看长处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正在上课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正在上课。。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天池李天池摄摄

民声记者李天池 电话：13212936632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有所长技技 蓝领认可度提升

提到职业院校学生的前途，黑
龙江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王树
军坦言：“要从长远看长处，不能只
看眼前分数。职业院校的学生不仅
能掌握一技之长，而且可以说毕业
后就有岗位。”

在黑龙江省林业卫生学校今年
毕业生双选会上，130家单位为该校
1800 多名毕业生提供了 6000 个岗
位，学生岗位比例超过 1：3；黑龙江
生物科技职业学院去年毕业生在
2600人左右，就业率在90%以上；黑
龙江农业职业技术学院保守估计，
每年就业率稳定在 95%以上……除
了高就业率，这些毕业生中也不乏
优秀人才，他们中有的还获得了国
家、省、市的各项荣誉；同时，这些毕
业生在本省落地率非常高，哈尔滨
职业技术学院本省落地率 70%至
80%、黑龙江农业工程职业学院本
省落地率 60%以上……这些职业院
校无疑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了人
才动力。

王树军说，职业院校学生通过学
校培养和自身努力，也会重新获得自
信心和社会认可度。我省很多职业
院校的学生参加国家技能赛事，都会
拿到很好的名次。这些学生就业后
优势会非常明显，“以我们学校为例，
毕业生回乡后在新品种、绿色食品种
植等方面，可以紧跟形势，将新技术
运用到实际中，成为小区域带头人，
更好地带动地方经济发展。”

孙百鸣对记者说，目前国家制
定的方针政策非常明晰，但要恢复
技能型人才应有的社会地位需要一
个过程，“提升技能型人才的待遇，
社会的认同和优厚的薪资，必须落
到实处。让工人们可以专心研究一
门技能，而且把这门技能研究透。”

九三学社省直属第三支委会社
员庞金龙建议，学校、家长乃至全社
会，要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积极务
实的人生态度和职业规划；职业教育
不应该只做教育，应该以“专项”技能
为主，让学生以就业目的进行学习；
在宣传上，社会也不应仅局限于高精
尖人才，还应该瞄准精益求精的“匠
人精神”。

职业院校毕业生在实际工作中，实际情
况如何？

采访中，很多“蓝领”职工明显感到
了国家和企业对于他们的重视，加之
“技有所长”，他们的自豪感和自我
认可度在不断提升中。

省劳模胡宇于上世纪 80年代
末进入哈尔滨电机厂，一干就是33
年，“我是一名车工，主要从事大型
水电站发电装备大型部件车削和镗
削加工，这些大部件直径一般在6米
至 7米，有的直径达到 10多米，但操

作误差只能在 0.5毫米，有的地方则需
要更加精细。”

胡宇如今已是一名高级技师，他告诉
记者：“这几年我亲身感受到了国家越来越

重视技能工人，包括成长空间、职业规划等都
有了明确目标，企业也非常重视，每个月都有专

门的津贴，每个月工资都在1万元以上。此外，
社会对技术型工人也是非常尊重的。”

80后的王刚是哈尔滨市威正恒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的一名机电维修工人，说到自己的“蓝领”身份，
他颇为自豪：“我个人觉得，现在的社会对工人这个职
业还是很尊重的，不存在歧视，我们也是靠技术吃
饭的。”

他告诉记者，我们企业还会定期对重要岗
位工人进行技术培训，参加职业考试，获取从
业资格证书。“正因为企业对我们很负责，所
以我们工人流动性不大，大家都很认可，
所以跳槽的很少。”

90后的郑坤鹏是哈尔滨市新哈精
密轴承有限公司的一名工人，从职业
学校毕业后就应聘到该企业，工作近
14年，他说：“之所以能一直在一家
企业工作，主要是因为企业让我们有
了归属感。虽然是私企，但是企业对
我们工人特别负责，组织我们参加等
级考试，我现在已经是一名高级技
工。企业也明白，只有工人好了，企业

才能好。”经过不断地努力，他已经从进
厂时的一名普通工人，成为现在的车间主

任，“手底下还管着五六十个人。”他自豪地
说：“年薪在8万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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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上课。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天池李天池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