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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大常委会举行新闻发布会
介绍《黑龙江省预算审查监督条例》
《黑龙江省女职工
劳动保护条例》
《黑龙江省邮政条例》有关情况
本报 20 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
者闫紫谦）20 日，省人大常委会举行新闻
发布会，介绍刚刚结束的省十三届人大常
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表决通过的《黑龙江
省预算审查监督条例》
《黑龙江省女职工
劳动保护条例》
《黑龙江省邮政条例》有关
情况。
《黑龙江省预算审查监督条例》明确
细化了预决算草案、预算调整方案的初
审、审查、监督、审计整改等程序和内容，
完善了审查监督方式方法，为各级人大依
法履行监督职能、各级政府依法接受人大
监督提供了制度保障。一是充分发挥预
算审查监督与审计协同作用，明确审计配
合制度，完善审计整改报告制度，推进审
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满意度测评工作。
二是加强人大对政府债务的审查监督，
对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县级以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关于债务的
职责，
预算报告应当说明的政府债务情况，
政府财政部门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预算审查监督工作机构报告政府债务
管理情况和相关材料及时限等内容作出明
确规定。三是充分发挥人大预算联网监督
系统作用，对县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应当积极推进人大预算联网监督系
统建设等内容作出明确规定。
《黑龙江省女职工劳动保护条例》采
用了“小切口”立法的形式，力求解决问
题，富有实效。主要规范了以下内容：一
是全方位地加强对女职工关心和爱护，从
就业薪酬、签约续聘、晋升提职等各方面
入手，为女职工营造平等、公正、无歧视的
职业环境，着重保障女职工的就业生存与
提升发展的权利。根据女性生理心理特
点，加强了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和围
绝经期等“五期”保护。鼓励单位为女职
工提供托育服务或者安排居家办公。二
是切实提高女职工的福利和薪酬，将维持
了十多年未变的卫生费发放标准提高到
35 元，将每二年一次的乳腺癌、宫颈癌筛
查纳入了女职工免费体检范畴，规定了女
职工产假未休满的又不能安排补休的，应
当比照《劳动法》的规定发给双倍工资。
三是强化了各部门在保护女职工权益方
面的职责义务，使其形成合力。四是延长
和规范了生育津贴的发放，既提高了产期
女职工的收入，又相应减少了企业承担的
社会责任。本着积极稳慎的原则，将我省
医保基金发放生育津贴时长从 98 日增加

到 158 日。条例的颁布，填补了我省女职
工劳动保护地方立法空白。
修订《黑龙江省邮政条例》是省人大
常委会 2021 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确定的年
内审议立法项目，鉴于条例修改内容较
多、修改幅度较大，根据组成人员意见，将
条例修改形式由修正改为修订。条例在
支持邮政企业、快递企业发展和从业人员
权益保障方面，增加了“县级人民政府可
以安排适当资金，采取公开、公平的方式
对新设立的乡村快递物流服务网点和快
件投递予以补贴”的规定。增加了“带有
邮政专用标志的车辆在运递邮件时，公安
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依法给予不受限号
等通行的便利”的规定等。在收件人权益
保障方面，
一是规定了
“鼓励有条件的住宅
小区建设智能信包箱”。二是为明确对邮
件、快件的赔偿责任，
规定了
“邮政企业、快
递企业造成邮件、快件丢失、毁损的，应当
依据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予以赔
偿。”三是增加了“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应
当在快件上标注寄件人联系方式，对无联
系方式或者联系方式无法识别的快件，收
件人提出查询要求的，经营快递业务的企
业应当提供查询便利”
的规定等。

用法治利器维护女职工合法权益
解读《黑龙江省女职工劳动保护条例》
和省委重大决策部署，回应女职工迫切
呼声，通过立法加强对女职工的劳动保
护，意义重大。2021 年 8 月 20 日，
《黑龙
女职工是劳动者的重要组成部分， 江 省 女 职 工 劳 动 保 护 条 例》
（以 下 简 称
是推动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一支不可或缺 《条例》），经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
的重要力量。新形势下，贯彻落实中央 七次会议表决通过，于 2022 年 1 月 1 日起

□尹栋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闫紫谦

坚持问题导向 提升保护标准

从座谈和调查问卷中
得知，大部分女职工热切
盼望用人单位将乳腺癌、
宫颈癌检查列入妇科疾病
检查项目，并由其承担筛
查费用。
参照外省地方性法
规，
《条例》规定“用人单位
应当每年组织女职工进行
体检和妇科检查，并且每
二年组织女职工进行至少
一 次 乳 腺 癌 、宫 颈 癌 筛
查。检查费用由用人单位
承担，检查时间计入劳动
时间。
”
《条例》进一步细化明
确“建立托育机构的用人
单位，应当每日给予女职
工两次哺乳（含人工喂养）
时间，每次不少于三十分
钟；未建立托育机构的用
人单位，应当给予女职工每
日不少于两小时的哺乳时
间。生育多胞胎的，每多哺
乳一个婴儿每日增加一小
时哺乳时间。每日哺乳时间可以灵活
使用。哺乳时间计入劳动时间。
”
《条例》共 5 章 30 条，基于女职工
的生理特点，采取“小切口”在与上位
法保持一致的基础上，本着尊重科学、
尊重女性的原则，创设性增加了经期、
孕期、产期、哺乳期、围绝经期等“五
期”保护措施，并跟上物价上涨的步
伐，将维持了十多年未变的卫生费发
放标准提高到 35 元，从而使条例人文
关怀的针对性更加具体，可操作性更
加突出。

正式实施。
《条例》的出台，填补了我省女
职工劳动保护方面的法律空白，对更好
保护女职工的平等就业、职业安全和生
命健康，激发女职工责任感和使命感，促
进劳动关系和谐，推动龙江振兴发展具
有重要作用。

及家人对三周岁以下子女照护服务的需
求。
参照《劳动法》关于发放双倍工资的
有关规定，
《条例》作出“用人单位确因工
作需要，致女职工产假、休假未满前款规
定的天数的，应当为女职工安排补休；不
能安排补休的，应当按照女职工应休未休
产假、休假天数工资标准的 200%支付女
职工工资报酬”
等规定。
增加预防和制止劳动场所性骚扰的
条款，将“用人单位依法预防、制止以言
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女职工
实施的性骚扰”明确写入《条例》，对职场
性骚扰问题进行规范和界定，要求用人单
位站在受害人的角度考虑和处理此类问
题，不遮不掩，及时稳妥处理，有效保障女
职工基本人权，促进工作场所性别平等和
社会公平正义。

明晰责任边界 形成工作合力
维护女职工合法权益是一项长期任
务，不仅需要女职工自身提高法律意识和
自我保护意识，还需要各级政府及相关部
门进一步厘清监管职责，严密监管链条，
建立监管机制，
确保监管到位。
《条例》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加强
对女职工劳动保护工作的领导，将女职工
劳动保护工作纳入妇女发展规划，协调解
决女职工劳动保护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条例》明确工会、妇女组织应当依法
维护女职工的合法权益，合法权益受侵害
的女职工进行仲裁、诉讼需要帮助的，工
会、妇女组织应当给予支持。增加了检察
机关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规定，明确
各级检察机关对侵害女职工合法权益、损
害社会公共利益的用人单位，可以运用支
持起诉、
诉前检察建议、
提起公益诉讼等方
式，
依法维护女职工合法权益和特殊利益。

2021 年度黑龙江省会计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机构执业质量
联合检查查前公示

根据《财政部关于组织地方财政部门开展 2021 年度会计和评估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
（财监〔2020〕9 号）、
《黑龙江省财政
厅关于印发〈2021 年度黑龙江省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联合检查工作方案〉的通知》
（黑财监〔2021〕25 号）和《黑龙江省财政
厅关于印发〈2021 年度黑龙江省资产评估机构执业质量联合检查工作方案〉的通知》
（黑财监〔2021〕24 号）要求，黑龙江省财
政厅会同黑龙江省注册会计师协会、黑龙江省资产评估协会，采取随机方式抽选了 2021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机构
执业质量联合检查的名单。现将检查名单、检查重点内容等公示如下：
一、
检查名单
（一）会计师事务所检查名单
1.黑龙江万隆华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黑龙江公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3.天津倚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黑龙江分所
4.黑龙江中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5.哈尔滨永业会计师事务所
6.黑龙江绿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7.黑龙江龙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8.黑龙江洪棣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9.尚志光彩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10.黑龙江金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11.哈尔滨海明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12.齐齐哈尔骊鹏会计师事务所
13.黑龙江正审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14.齐齐哈尔信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15.黑龙江信联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16.黑龙江新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17.鸡西鸿鑫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18.黑龙江亚中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勃利分公司
19.海伦恒信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0.黑龙江明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二）资产评估机构检查名单
1.黑龙江博浩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2.黑龙江东港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3.黑龙江恒信博达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4.黑龙江华鸿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咨询有限公司
5.黑龙江华永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6.黑龙江岁达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7.黑龙江兴华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测绘科技有限公司
8.黑龙江中亚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
9.黑龙江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0.黑龙江吉利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1.黑龙江卓然天成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合伙）
12.牡丹江宝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3.黑龙江金世纪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4.黑龙江义合资产评估事务所（普通合伙）
15.黑龙江中启信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合伙）
16.大庆中大资产评估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17.黑龙江中审求实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8.大庆善峰资产评估事务所（普通合伙）
19.大庆市龙兴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
20.黑龙江新博通资产评估事务所（普通合伙）
二、
检查重点内容
重点检查 2020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机构执业
质量，
必要时追溯检查以前相关年度或延伸检查相关单位。
三、
检查的主要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
4.《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和监督管理办法》
5.《会计师事务所监督检查工作规程》
6.《资产评估行业财政监督管理办法》
7.《财政检查工作办法》
8.其他相关政策法规、制度办法
四、
公示时间和联系电话
公示时间从即日起至检查结束之日止。
联系人：史杰，联系电话：
0451-53625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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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齐 齐 哈 尔 市 补 选 周 振 富、牡 丹江
市补选王淑滨、佳木斯市补选刘宏石、
鸡西市补选杨成军、七台河市补选柯冰
为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黑
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并同意黑龙
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审查报告，确
认周振富、王淑滨、刘宏石、杨成军、柯
冰的代表资格有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法》的有关规定，终止黑龙江省第十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 7 名。其中，调
离本行政区域 2 名：石耀辉（佳木斯市选
举）、贾勇（黑河市选举）。因工作岗位变
动，本人提出辞去代表职务请求并已被
选举单位接受 3 名：张长虹（牡丹江市选
举）、杨国利（鸡西市选举）、于志善（七台
河市选举）。因退休，本人提出辞去代表
职务请求并已被选举单位接受 1 名：毕
卫星（大兴安岭地区呼玛县选举）。毕卫
星的省十三届人大代表的代表资格终止
后，其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相

应终止。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罢免代
表职务 1 名：何健民（佳木斯市选举）。
何健民的省十三届人大代表的代表职务
被罢免后，其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委员、
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相应
撤销。
截至目前，黑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
代表大会实有代表 567 名。
特此公告。
黑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
2021 年 8 月 20 日

黑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王晓明请求
辞去黑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的决定
（2021 年 8 月 20 日黑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因工作变动，王晓明请求辞去黑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经黑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决定接受王晓明辞去黑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的请求。

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任免名单

（2021 年 8 月 20 日黑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任命：
赵万山为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副秘书长；
何忠华为黑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

表大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王晓明为黑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
表大会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周振富为黑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

表大会人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免去：
王晓明的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副秘书长职务。

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免职名单

（2021 年 8 月 20 日黑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决定免去：
程志明的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职务。

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任免名单

（2021 年 8 月 20 日黑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任命：
王春福为黑龙江省监察委员会委员；
王继新为大兴安岭地区监察委员会副主任。

注重实际效果 突出亮点特色
生育津贴发放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
女职工关注的焦点，也是《条例》最大亮
点。
《条例》将我省医保基金发放生育津贴
时长从98日增加到158日，
明确规定
“对参
加生育保险的女职工产假期间的生育津
贴，按照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
标准由医疗保险基金支付一百五十八日，
剩余期间按照其产假前工资标准由用人单
位支付。对未参加生育保险的，按照女职
工产假前的工资标准由用人单位支付。
”
《条例》以人为本，充分给予女职工尊
重和人文关怀，将请假条件限定“经医疗
机构证明婴儿为早产儿、体弱儿，确需陪
护、照料的，或者女职工患有产后抑郁等
疾病致无法正常工作的，可以请假至婴儿
一周岁。”
《条例》还新增
“鼓励用人单位每
年给予子女三周岁以下夫妻双方各十日
父母育儿假”的规定，有效满足了女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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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任免名单

（2021 年 8 月 20 日黑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任命：
陈伟华为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环
境资源审判庭庭长；
赵敬贤、郭伟宏为黑龙江省高级人
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副庭长；
徐恒才为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农垦
分院检察长；
李春季为哈尔滨铁路运输检察院检

察长。
批准任命：
曲立新为齐齐哈尔市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
姜雷为伊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免去：
陈伟华的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农
垦林区审判庭庭长职务；

于苗淼的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审判员职务；
赵 敬 贤、郭 伟 宏 的 黑 龙 江 省 高 级
人民法院农垦林区审判庭副庭长职
务。
批准免去：
徐恒才的伊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职务。

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任免名单

（2021 年 8 月 20 日黑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任命：
金鹏、张立军、徐新卫、潘
登、张亮、孙晓猛、李嘉、董翠、
张志明、任夫亮、李奇、陈辉、
褚宇鸫为黑龙江省高级人民
法院审判员；
闫文举为大兴安岭地区
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
审判员；
汪丽丽为大兴安岭地区
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
庭副庭长、审判员；
王利明为大兴安岭地区
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副
庭长、审判员；
谢岐宇、关庆延为黑龙江
省农垦中级法院审判员；
周波为建三江人民法院
院长；
周琨为建三江人民法院
审判员；
金红梅、刘阳、伊晓宇为
红兴隆人民法院审判员；
周美玉为九三人民法院
审判员；
赵校书、马洪巍、许海龙、
孙欣、董晓平、李娜、亓广义为
绥北人民法院审判员；
曲行洲为黑龙江省林区
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
员会委员、审判员；
刘中华为黑龙江省林区
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
牛雅杰、邓尧、何万斗、吴
莎莎、
陈婧姗、
唐曦光为黑龙江
省林区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效群为亚布力人民法
院立案庭庭长；
孙志刚为亚布力人民法
院刑事审判庭庭长；
陈天龙为亚布力人民法
院民事审判庭庭长；
孔庆环为亚布力人民法
院行政审判庭庭长；
王杨林为亚布力人民法
院海林人民法庭庭长；
宋世敏为亚布力人民法
院大海林人民法庭庭长；
季勇为亚布力人民法院
苇河人民法庭庭长；
李芙艳为亚布力人民法
院山河屯人民法庭庭长；
张书宇为亚布力人民法
院立案庭副庭长；
王传亮为亚布力人民法
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
孙楠为亚布力人民法院
行政审判庭副庭长；
刘业闯为亚布力人民法
院审判员；
王冬严为绥阳人民法院

立案庭庭长；
谢长城为绥阳人民法院
刑事审判庭庭长；
刘辉为绥阳人民法院民
事审判庭庭长；
王加民为绥阳人民法院
行政审判庭庭长；
胡艳梅为绥阳人民法院
八面通人民法庭庭长；
褚英俊为绥阳人民法院
柴河人民法庭庭长；
王成利为绥阳人民法院
柴河人民法庭副庭长；
孙丹为东方红人民法院
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
判员；
程志远为东方红人民法
院刑事审判庭庭长；
王金峰为东方红人民法
院民事审判庭庭长；
郑延薇为东方红人民法
院立案庭副庭长；
刘阳为东方红人民法院
行政审判庭副庭长；
卢文华为东方红人民法
院迎春人民法庭副庭长；
黄静为东方红人民法院
审判员；
韩继存为鹤北人民法院
行政审判庭庭长；
赵晋国为鹤北人民法院
鹤立人民法庭庭长；
朱志一、刘梅为鹤北人民
法院审判员；
韩柏彦为双桦人民法院
民事审判庭庭长；
石文杰为双桦人民法院
桦南人民法庭庭长；
孙智荣为双桦人民法院
立案庭副庭长；
王志强为双桦人民法院
刑事审判庭副庭长；
张成金为双桦人民法院
审判员；
王立群为沿江人民法院
民事审判庭庭长；
王春生为沿江人民法院
行政审判庭庭长；
王欣为沿江人民法院林
口人民法庭庭长；
李红梅为沿江人民法院
刑事审判庭副庭长；
沈波为沿江人民法院民
事审判庭副庭长；
李军为诺敏河人民法院
立案庭庭长；
郭兆林为诺敏河人民法
院刑事审判庭庭长；
王光勋为诺敏河人民法
院民事审判庭庭长；
王剑峰为诺敏河人民法

院行政审判庭庭长；
王文新为诺敏河人民法
院通北人民法庭庭长；
闫文玲为诺敏河人民法
院沾河人民法庭庭长；
李长春为诺敏河人民法
院兴隆人民法庭庭长；
姜立忠为诺敏河人民法
院建兴人民法庭庭长；
蒋莉红为诺敏河人民法
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
麻海燕为诺敏河人民法
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
李安林为诺敏河人民法
院通北人民法庭副庭长；
范颖杰为诺敏河人民法
院沾河人民法庭副庭长；
席金山为诺敏河人民法
院兴隆人民法庭副庭长；
何宏艳为诺敏河人民法
院审判员；
刘力波为哈尔滨铁路运
输中级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
董欣舟为哈尔滨铁路运
输中级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
执行庭副庭长；
刘雨茎为佳木斯铁路运
输法院院长；
施卉、仲宏宸、李丰兵、李
芳芳、别晓亮、秦皓、闫鑫、任
涛、何敬宇、李晓雨、李学梅、
关威、刘双双、张鹏宇、钟媛、
徐铭泽为黑龙江省人民检察
院检察员；
王广军为黑龙江省人民
检察院农垦分院副检察长、检
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
赵丽娟为黑龙江省人民
检察院农垦分院检察员；
于福宪、刘雪松为红兴隆
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丁文琦为九三人民检察
院检察员；
姜卫晨为绥北人民检察
院检察员；
牛晓琳为亚布力人民检
察院检察员；
叶斌、张军为鹤北人民检
察院检察员；
孙迪为沿江人民检察院
检察员；
刘鑫宇、齐景然、王倩、王
维为诺敏河人民检察院检察
员；
孙思远为黑龙江省人民
检察院哈尔滨铁路运输分院
检察员；
郝豆豆为哈尔滨铁路运
输检察院检察员；
郭继宁、李玉婷为牡丹江
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员；

高兴光、谢元元、孙亚静、
孟玲玲为黑龙江省人民检察
院大兴安岭分院检察员。
免去：
刘雨茎的黑龙江省高级
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
孙海的大兴安岭地区中
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
职务；
郭志川的大兴安岭地区
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副
庭长职务；
王爱军的建三江人民法
院院长职务；
宋照月的红兴隆人民法
院审判员职务；
李冬平的黑龙江省林区
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职
务；
周波的黑龙江省林区中
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
刑事审判庭庭长、审判员职
务；
孙丹的黑龙江省林区中
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庭
长、审判员职务；
吴艳春的绥阳人民法院
审判员职务；
朱秀梅、谭国军的诺敏河
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
刘力波的哈尔滨铁路运
输中级法院立案庭庭长职务；
董欣舟的哈尔滨铁路运
输中级法院民事审判庭副庭
长职务；
吴艳玲的哈尔滨铁路运
输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
员、审判员职务；
尚俊明的齐齐哈尔铁路
运输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
判员职务；
王居义的牡丹江铁路运
输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
员、审判员职务；
李春季的黑龙江省人民
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施卉的黑龙江省人民检
察院农垦分院副检察长、检察
委员会委员职务；
潘明晶的红兴隆人民检
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
职务；
赵丽娟的红兴隆人民检
察院检察员职务；
王维国、刘秀香、刘向国、
胡忠柱、张润清的黑龙江省人
民检察院大兴安岭分院检察
委员会委员职务；
刘新生、杨丽娜的黑龙江
省人民检察院大兴安岭分院
检察员职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