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一旦做出些有意义的事情，就会想要帮助其他人。”赵
丽的心中始终装着大爱。从刚开始的单打独斗到让亲戚朋友帮

忙再到雇用村里妇女，赵丽的“粘豆包大军”越来越壮大。
赵丽说：“我们一般是在冬天时做粘豆包，这个季节农村妇女有

空闲，我当时想着，如果我能为她们提供一份工作，她们还能挣点钱补
贴家用。”于是，赵丽雇用了村里的10余位妇女帮忙。陈姐就是其中之
一，她开心地说：“自从跟着‘豆包妹’包豆包，冬天可是有事干了，以前
一闲着就是几个月，现在每月能多赚3000多块零花钱，感觉真好。”

要说改变最大的，还要看同村刘文乡，他在赵丽的支持鼓励下，通
过网上卖酸菜走上致富道路。“我原本帮‘豆包妹’送货，看到她一直
在做电商，我也想学，有一次赵丽家没有酸菜了，我就给她拿了些自
家腌制的酸菜，她尝后和我说，可以先腌两缸酸菜卖，如果卖不出
去她给我钱，我当时非常感动。”刘文乡说。

在赵丽帮助宣传下，刘文乡家的酸菜销路越来越广，生
意也越来越好。刘文乡表示，他的酸菜卖了三年了，一

年比一年好，虽然就冬天卖，但每年都能卖到一
万元左右，生活质量明显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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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姐和刘文乡只是赵丽在帮
助村里人致富路上的一个缩影，
也是泰来县电子商务进农村取得
成效的印证。走进石家屯，能看
到农家小院里种的不是自家吃的
瓜果蔬菜，而是绿油油的粘玉米
苗。一问才知道，这是赵丽为各
家送的玉米种子。“之前卖豆包的
时候，都会送顾客几穗玉米，这种
纯天然的小院玉米在市场很受欢
迎，我就想着，让村里人都将小院
利用起来，一起放到网上卖，共同
赚钱，村里人都很积极。”赵丽说。

“致富不忘乡亲。”近年来，随
着电子商务进农村的步伐加快，
泰来县涌现出一批像“豆包妹”一
样的农民创业典型，他们在各自
领域通过电商带动的模式，组织
村里“农闲”的村民一起增收致
富，解决农民“猫冬”问题。这些
电商达人通过走村巡讲、电商论
坛交流经验、微信群经验分享等
方式，将自己的创业经验传授给
更多群众，在全县形成了浓厚的
电商创业氛围。

截至目前，泰来县实现注册
网店 2045家、微店 3 余万家、注册
电商企业 463家，线上交易额突破
4.3 亿元。当地的物流往来也十
分顺畅，农产品下行实现了免费
配送到乡村，打通了“最后一公
里”，农产品上行实现了提速降
价，物流成本下降了 1/3。现在，
越来越多村里人抓住机遇，愿做
电商，争做电商，利用电子商务增
加农副产品销路，实现了泰来县
电商产业兴旺。

不做愿做到抢做

□文/摄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付宇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王阳阳

在齐齐哈尔市泰来县克利镇红旗村石家屯，有一位80后女孩赵丽被村里人亲切地称为“豆包妹”。为什么这么称呼？因为她不仅自己包豆包、
卖豆包，还利用互联网，带动着整个村子的村民一起做电商，共同致富。

□文/摄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李美时
33℃、34℃……入伏以后的冰

城连日高温，让空调冷气十足的超
市、商场、书店等地迎来了人流量
高峰，逛街、购物、看书的同时还能

蹭蹭凉，一举多得，这些地方成为
不少哈尔滨市民避暑的绝佳选
择。此外，高温天，怕热的市民不

“浪费”每一分凉爽时刻，吃冷饮、
点外卖、“云”购物……一些附带

“凉爽福利”的消费行业被“越烤越
热”。

冰城市民“花样”避暑

在省级农业科技示范园，棚室内的瓜果、蔬菜全面进入
了采摘季。富士苹果、葡萄、大小柿子、鲜瓜、西瓜；豆角、小
辣椒、青椒、黄瓜、茄子等，游客们可以尽情享受采摘乐趣！

东欧式的桦南站，每当夜幕降临，站前广场霓虹闪烁，
流光溢彩，音乐喷泉随声涌动，给炎热的酷夏带来一丝丝
清凉。

本报讯（魏鑫 韩太禹 黑龙江
日报全媒体记者马一梅 李健）完
达山植物园、桦南站、森工大院、
农业示范园、向阳湖畔，乘坐森林
小火车在桦南林区感受“五点一
线”的美好景致，同时也成为人们
消暑纳凉的好去处。盛夏 7 月，
省内外游客纷至沓来，在享受清

凉的同时可以尽情欣赏林区的大
美风光。

升级改造后的完达山植物园
树种达120余种，成为省内全树种
的活标本。小桥流水、楼阁庭榭、
林间小路、休闲广场……园内可以
说处处都是美景，是人们锻炼、休
闲、纳凉的好去处。

桦南林区“五点一线”好景致

三伏天·消暑纳凉

粘豆包作为东北冬季餐桌的必
备食物，每年冬天，不少人家都会自
己包着吃，这么平常的食物，“豆包
妹”是怎样让它在网上卖得红红火火
的？

谈起这个，赵丽不禁感慨万千，
“2014 年，泰来县电商刚开始发展，
为了让村民们了解电商知识，县里专
门设置了培训课，大家都很感兴趣，
学员们中午都不回家，从家里带饭
吃，有一次我就带了自己包的粘豆
包，朋友吃到后都赞不绝口，就推荐
给了班长，班长当即请当时的泰来县
电子商务办公室主任才红品尝。”说
到这里，赵丽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她说，才主任在品尝到豆包的第三
天，就主动给她打电话，问粘豆包的
产量，并主动建议她成为豆包制作
人。赵丽说：“才主任非常信任我，觉
得我能行，前后来了四次电话，我当
时就有了创业的念头！”

2015 年，泰来县入选国家第二
批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项目，县里免
费帮助村民开淘宝店。乘着这股东
风，赵丽尝试着在网上卖泰来大米、
杂粮等农副产品。随着对网上销售
越来越熟练，2017年11月中旬，赵丽
正式开始了自己的粘豆包事业。

但成功的路上总是荆棘丛生，刚
开始创业时，家人不支持、个人能力
受限、销售渠道闭塞等都犹如一座座
大山压在赵丽的心头，提起这些，赵
丽几次红了眼眶。

“刚开始卖豆包的几个月，没有一
个客人，当时，家里人非常反对我继续
做下去，有一天差点把我发好的面都
扔掉，那段时间真的很困难。”赵丽表
示，她不惧艰难，将样品免费邮给以前
买过大米的客户们试吃，她相信只要
吃过这豆包，肯定能变成回头客。

口口相传中口口相传中，，赵丽的粘豆包吸引赵丽的粘豆包吸引
了不少新老顾客了不少新老顾客，，销量逐年提升销量逐年提升，，去去
年一个冬季就销售近年一个冬季就销售近1010万袋万袋。。

敢想敢为敢尝试

泰来“豆包妹”的电商致富路

一人一家到一村

村里的
妇女们正在
包豆包。

泰来县自己制作
的微商学习教材。

小院种植的玉米小院种植的玉米。。

泰来县石家屯豆包加工厂。

姜峰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健摄

三伏天中，空调、冷饮等虽是“救命神器”，但仍不能太过“留
恋”。哈尔滨市第一医院针灸科主任黄秋贤提醒市民，注意夏日避
暑方式，谨防空调病。另外，夏日食用冷饮要适度。

伏天还有哪些养生小妙招？黄秋贤建议，在这个时节要注意增
加营养，食物以清淡易消化为宜，少吃油腻和辛辣的食物，要做好心
理调节，静心安神，戒躁息怒。同时户外活动应注意避开太阳照射，
可选择在清晨、晚间气温降低时运动，避免晒伤或中暑，要多喝水并
保持睡眠充足。

市民在书店内边读书边纳凉市民在书店内边读书边纳凉。。

（上接第一版）由于锦绣社区位
置偏远，距离最近的银行网点也要 5
公里的路程，给百姓生活造成了很大
的不便，而辖区50%以上的人群为60
岁以上的老年人，他们每月开支后需
要到很远处取钱。为了彻底解决这
一百姓的烦心事，佟秀莲奔波于各大
银行间，靠着这股“倔劲儿”，邮储银
行等多家银行网点相继落户。看着
居民每月步行就能及时取到工资的
高兴劲，“佟掌柜”再一次落泪了。

舍小家为大家
始终牢记初心使命

疫情防控期间，佟秀莲连续多日
吃住在社区，建立起“社区书记主
任+网格长+防疫员+楼栋长+单元
长”为主体疫情防控机制，并曾一夜
之间入户排查出重点地区返鹤人员
200余人，实现疫情防控零死角、零

盲区、零疏漏。
在佟秀莲的心中，社区就是她

的家，社区居民就是家人和亲人，就
是她的一切。老党员张红军 18 年
前就在她刚从事社区工作的发达社
区居住，因为佟秀莲工作的调动，张
红军跟着她在锦绣社区买了房，像
张红军跟随她搬家到锦绣社区的有
近百户；曹春兰因爱人有病家庭生
活困难，佟秀莲带领社区人员帮曹
春兰弄了一个地摊，曹春兰感动万
分，以在社区做志愿者回馈社会，免
费为社区居民做起缝纫、理发和测
量血压。

佟秀莲说：“百姓的事，再小也
大。家里的事，再大也小。”18年间，
佟秀莲从没有休过假，没有在家吃过
年夜饭，只要居民有事找她，保证随
叫随到。18年间，她始终坚守在社
区党建一线，从未离开。

心怀百姓冷暖
探索社区治理新路

（上接第一版）绥化，寒地黑土之都。
曾有一段时间，一个以范玉为首的黑社会
性质组织打破了这里的宁静。该组织靠打
打杀杀、搞黄赌毒起家，在绥化长期开设赌
场、组织卖淫、容留卖淫、非法持有枪支、非
法制造枪支。他们用金钱开道，拉拢腐蚀
一些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导致该组织坐
大成势。

省纪委监委对范玉涉黑背后的腐败和
“保护伞”问题高度重视、直接领办督办，绥
化市纪委监委具体查办，共查处范玉案件
涉腐涉伞案件问题线索96件，立案76件，处
理163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116人。

锄一害而众苗成，刑一恶而万民悦。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全省纪检监
察机关立足职责定位，主要领导靠前指挥、
分管领导包案督办，综合运用提级、异地、联
合等措施，严肃查处了省公安厅原巡视员
闫子忠，省委网信办原副主任孙跃武，哈尔
滨市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任锐忱等一
批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案件。

今年以来，省纪委监委以党史学习教
育为契机，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对民生领域开展集中治理，持续纠治
教育医疗、养老社保、生态环保、安全生产、
食品药品安全、执法司法等领域腐败和作
风问题，对吃拿卡要、优亲厚友、收受贿赂等
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推动主管部门深化治
理相关领域突出问题。

“纪检监察机关就是要将群众‘急难愁
盼’作为切入点，打好组合拳，下好先手棋，
让群众的事情有人管、利益有人护，时刻感
到监督就在身边。”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
表示。

由点及面从查处个案向解决共
性问题拓展

黑龙江是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是我
国的重要粮食生产基地，保护好黑土地，对
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全省纪检监察机关以问题线索为抓
手，跟进监督、精准监督、全程监督，推动构
建耕地保护长效机制。

放眼望去，农业采摘园内一排排小木
屋形成的连片建筑群赫然呈现；农业大棚
经过硬化，铺设地板、摆放家具后俨然成
为豪华阳光房……日前，牡丹江市爱民区
三道关镇丰收村“大棚房”问题出现反弹，
严重损害全省“大棚房”整治成果，造成恶
劣社会影响。省纪委监委以“零容忍”态
度迅速查处，违建设施全部拆除，恢复耕
种环境，爱民区委、区政府和 19名责任人
员受到严肃处理。

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是
系统施治、标本兼治的重要方式和体现。
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三不”一体理念，跳
出一案、一事、一域，从查处个案向解决共性
问题拓展，把系统治理作为维护群众利益
的经常性手段，解决好群众的“急难愁盼”问
题，推动办案、整改、治理贯通融合。

“大爷，帮扶干部经常到咱家来吗？对
改善生活有没有帮助啊？”在大庆市林甸县
的田间地头，农民们经常会遇到一群特殊
的“访客”主动跟他们攀谈几句。这群“访
客”，就是林甸县纪委监委派出的监督检查
组成员。

林甸县2020年2月实现脱贫摘帽，是
我省最后一批退出贫困序列的5个国贫县
之一。摘帽不摘监督，县纪委监委监督检
查组走村串户，在和贫困户唠家常的过程
中，检查包村单位及帮扶干部入户开展工
作情况。

“定点监督”，是省纪委监委把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作为
政治监督重点内容的一个缩影。在广袤的
龙江大地上，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开展省市
县三级联动督查，把责任落实作为监督的
重点，保证脱贫摘帽后“不摘责任、不摘政
策、不摘帮扶、不摘监管”。

住房对老百姓而言，既是容身之所，更
是家的象征，是老百姓心目中的头等大事。
2018年，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房地产领域
信访问题，纪检监察机关在全省范围内开
展专项整治，推动1866件房地产领域信访
积案基本得到化解，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
381人。

为进一步巩固专项整治成果，今年 4
月，我省启动房地产领域信访问题专项整
治“回头看”，重点聚焦拖欠农民工工资、房
屋征收补偿不合理等8个方面内容，整治范
围覆盖2019年以来全省房地产领域信访案
件涉及的 92个县（市、区）。据统计，今年

“回头看”督办的 2019年以后 1071件信访
案件已化解582件，共回迁居民5.2万户，办
理产权证157万户。

“深化标本兼治，必须把整治工作作为
一项系统工程统筹推进。从局部治理向全
域治理拓展，将专项整治与长效常治协同
推进，治理效能明显增强。”省纪委监委党风
政风监督室有关负责人介绍，“回头看”启动
以来，纪检监察机关立足于“监督的再监督”
职能，推动相关职能部门及公职人员依法
履职、秉公用权，切实保障群众合法权益。

提质增效探索监督制度化规范
化常态化

7月16日傍晚，佳木斯市桦南县驼腰子
镇金缸村，忙碌了一天的邻里乡亲们来到
休闲广场，各自拿着手机，交流着一款他们
现在常用软件的使用心得。

村民们提到的软件，就是“桦南县惠民
资金监管平台”。它是一个信息公布平台，
包含了微信小程序、APP、PC端网页链接等
多种应用形式，于 2020年 9月正式上线。
一经推广使用，便迅速显示了大数据监督
的强大力量。

“以往相关部门只管发钱，后续跟进
不够，也难以监管到位。”桦南县纪委监委
小微权力监督办公室负责人孙鹏介绍，这
个平台可以运用好现代技术手段提高监
督质效，把要公开的数据信息晒出来。县
纪委监委还能利用数据比对系统快速查
找异常数据，更精准更全面发现违规违纪
违法问题。

去年以来，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积
极主动创新监督方式方法，强化对基层权
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促进基层治理提质
增效。

2020年，省纪委监委在齐齐哈尔市开

展重点村提级监督试点，确定100个重点村
党组织书记由县级纪检监察机关提级监
督。同年5月，泰来县克利镇克利村党支部
书记苏权因“坐收坐支、白条入账”被县纪委
给予党内警告处分，成为该市对“100个重
点村党组织书记”实施提级监督后首个被
处理的村党支部书记。

“基层监督存在‘熟人效应’问题，加之
乡镇一级纪委普遍面临监督力量较弱的现
实，村级‘三资’违纪违法问题较为突出。”泰
来县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介绍，县纪委监
委通过提级监督、提级查办，着力解决“三
资”领域乱象。

针对这类问题，省纪委监委会同省农
业农村厅以截留挪用、虚报套取村集体资
金，违规违法出售、出借、侵占村集体资产，
违规发包、非法占有农村集体资源等14个
问题为监督重点，联合开展专项整治。截
至目前，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共对369个村进
行提级监督，查处问题267个，批评教育帮
助和处理367人。

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大多发生在
基层，省纪委监委充分发挥纪检监察组织
优势、系统优势，坚持纪委监委牵头推进，积
极构建省市县上下贯通，机关、派驻、巡视左
右衔接，纪检监察机关内部协调联动的工
作机制，一个统筹横向到边、监督纵向到底
的立体格局日益完善。

在雪城牡丹江，海林办案协作区经验在
全市纪检监察机关中推广。针对基层办案
力量不足、办案能力不强等问题，海林市构
建“纪委常委（监委委员）+纪检监察室+派驻
纪检监察组+乡镇纪委”的工作模式，建立协
作区组长负责制、分工协作制、每月例会制
等工作机制。在此基础上，牡丹江市纪委监
委还在全市建立了43个办案协作区，并制订
出台加强乡镇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建设实
施意见，提升基层监督执纪能力。

“省纪委监委全力支持市县两级纪委
监委监督办案，以县域为单位统筹乡镇（街
道）办案力量配置，探索区域协作、交叉互查
等机制，不断提升基层正风肃纪反腐能力。”
省纪委副书记、省监委副主任姜宏伟表示。

把监督触角延伸至“最后一公里”

异常热闹的冷饮店异常热闹的冷饮店。。

小 贴 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