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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韩
丽平）记者从哈尔滨市政府官网获悉，为
贯彻落实《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
有效应对疫情影响助企纾困稳经济促增
长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要求，近日，哈
市财政局出台《市直行政事业单位减免
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房租实施细
则》，要求哈市市直行政事业单位为承
租其中单位资产类经营用房的中小微企
业（不含国有独资、控股企业）和个体工

商户免除 2个月房租或免费延长 2个月
租期。

具体实施细则为：免除 2021年 9月
和10月共 2个月房租或免费延长 2个月
租期，由出租房产的市直行政事业单位
（以下简称出租方）和承租方协商确定
租金减免方式。采取免除 2 个月房租
的，减免租金流程按照《哈尔滨市财政
局关于印发市直行政事业单位减免中
小微企业租金实施方案的通知》（哈财

资〔2020〕82 号）规定执行，并将补充协
议分别报主管部门、财政部门备案。采
取免费延长 2个月租期的，出租方与承
租方就原出租合同签订补充协议，分别
报主管部门、财政部门备案。

如承租方将房产转租给其他中小
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免除房租或免
费延长租期政策由实际经营的中小微
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享受。免除房租金
额以出租方与承租方签订的出租合同

为依据计算。
出租方是租金减免工作的责任主

体，负责沟通协调承租方、实际经营的
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于 2021 年
11月 30日前完成租金减免工作。主管
部门负责督促所属单位落实租金减免
政策，加强工作指导，严格把握政策界
限和审核环节，及时将本部门租金减
免相关情况和补充协议报送哈市财政
局。

市直行政事业单位减免
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房租

16日，哈市红十字中心医院（哈
尔滨医科大学附属哈尔滨妇产医院）
30人支援平房区核酸采样医疗队平
安凯旋，前往隔离酒店。

在执行任务过程中，队员们防护
服内经常被汗水湿透、隔离面屏上布
满水珠、不断消毒的双手变得冰冷麻

木、爬楼的双腿酸胀肿痛，虽然很辛
苦，但丝毫没有削减他们抗疫的信心
和力量。支援的16天里，医疗队共为
近16万人次居民进行采样，其中入户
采集2万人次。

孙丽霞 叶鸿 黑龙江日报全媒
体记者刘莉

16日，经过16天的连续奋战，哈市
第五医院20人驰援平房区核酸采样分
队完成任务凯旋。据悉，该院核酸采样
分队共完成近12万人次的核酸采样工
作。

在这支核酸采样队伍中，既有身经
百战的年长护士，也有刚刚走上工作岗

位的护理新兵，他们都选择克服个人困
难毅然出征。这 16天里，无论面对风
霜雨雪，还是寒风凛冽，他们并肩奋战，
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始终以敬业和奉
献书写着这座城市最动人的底色。

王甦 高军震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
记者刘莉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邢汉夫

连日来，哈市迎来“冻雨”天气，导致
路面湿滑，车行缓慢，市民纷纷选择乘坐
地铁出行。12 日，哈尔滨地铁客流达
16.43万人次，相较于降雪前客流实现翻
番，在极端天气下，地铁已成为冰城百姓
出行首选。

13日，记者在哈尔滨地铁 2号线博物
馆站看到，虽然不是出行早高峰，站台内
已有不少乘客。“我平时喜欢开车出行，这
两天受天气影响改乘地铁了。”市民任同
华告诉记者，她家住在松北区学院路，经
常来博物馆附近办事，开车堵车的话路上
就得 2个多小时，乘地铁从学院路到博物
馆只需40多分钟，比开车快很多。

和任同华一样，家住太平桥的刘洪宇

也享受到了雨雪天乘坐地铁出行带来的
便利。刘洪宇在江北世茂大道附近上班，
地铁通车前，她每天上下班要倒两次公交
车。就算不堵车，路上也要近两个小时。
2号线开通后，刘洪宇从家步行 5分钟到
太平桥地铁站乘地铁，在世茂大道站下
车，步行 5分钟左右就能到单位。“这样算
下来，从家到单位也就 40分钟左右，特别
是这种雨雪天气，要是乘坐公交的话要 2
个小时，选择地铁出行时间缩短一半以
上。相比公交车，地铁更舒适，还有加热
座椅，很贴心。”刘洪宇告诉记者，雨雪天
气下，地铁相比公交车更能保证准时准点
到达目的地，相比于出租车更便宜，她身
边很多朋友都由打车、开私家车变为乘地
铁。

雨雪天导致客流增加，为了保障乘客

顺畅出行，哈尔滨地铁集团也做足了准
备。记者在博物馆站看到，为避免乘客滑
倒，进出站口铺设了防滑垫，工作人员在
大厅不停拖地，做好保洁，保持地面干
爽。为了方便残疾人、腿脚不便的老人乘
坐地铁，地铁车站新安装了升降台，可以
让他们正常出行。

“目前，哈尔滨地铁全线所有出入口
全都铺设了防滑垫，进入车站的通道地面
上铺设了地毯，并且还设立了防滑警示
牌。有了这些保障，市民不仅不易滑倒，
带到车站内的雪也能被地毯吸附，能防止
雪被带进车厢，导致车厢内湿滑。”哈尔滨
地铁博物馆站值班站长梁晓松说。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为保障乘客出
行，出行高峰期间哈尔滨地铁集团将视客
流适时加开载客列车，缓解客流压力，并

密切监控全线客流实时情况，组织多列列
车待命，以随时应对突发大客流。同时严
密监控全线设备系统运行情况，及时发布
应急响应信息，组织各专业人员快速联动
处置，确保在恶劣天气下，地铁列车运行
平稳。

防疫同样不放松。在哈尔滨地铁2号
线人民广场站，记者看到，市民戴着口罩
正有序排队购票。安检口设有体温监测
器，乘客路过时，系统自动测温。该站值
班站长陈希圣告诉记者，凡是进入地铁站
的乘客，必须严格遵守防疫“三宝”。为了
疫情防控，工作人员每四小时对入口、安
检设备、进站闸机、电梯、卫生间进行全面
消杀，同时，卫生间配备了洗手液。每晚
地铁运营结束后，列车要进行一次消杀，
确保乘客平安出行。

江南江北出行时间缩短一半以上 快捷又温暖

“嗖嗖”的，今冬首选地铁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史志强）记者近日从哈尔滨市林草局
获悉，目前哈市有各类自然保护地
75处，构建了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
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自然公园为补
充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屏障，生物多样
性最富集的部分已被纳入自然保护
地范围，哈尔滨保护生物多样性生存
环境成效显著。

截至目前，森林资源方面，哈市
市属林业地面积107万公顷，森林覆
盖率为 46%。哈市有陆生野生动物
约 450 余种，其中鸟类 345 种，兽类
78 种，爬行类 16 种，两栖类 11 种。
丹顶鹤、白头鹤等国家一级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 7种；白枕鹤、鸳鸯、马鹿、
熊类等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 26
种，普通夜鹰、短刺猬等黑龙江省级
保护动物40种。

野生植物资源丰富，其中有红
松、樟子松、胡桃楸等 13 种珍贵树
木；山参、五味子、党参等名贵药用植
物11种；野生食用植物有10余种，如
蕨菜、刺嫩芽等。还有猴头蘑、木耳
等大量食用菌。野生花卉130余种，
具有经济价值的水生植物有7种。

哈市湿地资源丰富，现有湿地总
面积 19.87 万公顷，其中，河流湿地
16.67万公顷，沼泽湿地 0.9万公顷，
人工湿地1.5万公顷，湖泊湿地0.8万
公顷。2018 年，哈市被国际湿地组
织评为首届“国际湿地城市”，2020

年 2月哈东沿江湿地保护区指定为
国际重要湿地，被列入《国际重要湿
地名录》。湿地生物资源也十分丰
富，其中种子植物 63科、315属、848
种，占黑龙江省种子植物的 35%左
右。底栖无脊椎动物 57种，脊椎动
物 6纲、39目、105科、470种，其中包
括珍稀濒危动物东方白鹳、中华秋沙
鸭等珍稀鸟类。

近年来，哈市多措并举，持续推
进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修复。

其中，连续开展退耕还林还草还
湿工程，以及三北防护林工程等重大
生态工程建设，森林面积和森林蓄积
连续多年保持了稳定增长，森林生态
系统的服务功能持续增加。

不断完善野生动植物保护法律
体系和管理制度，有效保护了陆地生
态系统环境、珍稀植物群落和野生动
物物种，为哈市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恢
复提供优良生态环境。

构建生物多样性保护屏障。哈
市自然保护地建设取得新进展，目前
有各类自然保护地 75处。其中，国
家自然保护区 2处，省级 15处，总面
积 19.69 万公顷；各类自然公园 58
处，总面积 51.33万公顷。这些自然
保护地整合优化，保护着哈市大部分
濒危和珍稀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
也保护了森林和湿地资源，在维护生
态平衡、提高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等方
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森林覆盖率46% 陆生野生动物450余种

哈尔滨保护生物
多样性生存环境显成效

↑水生植物。
←黑翅长脚鹬。

图片由哈市林草局提供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艳）记者 15日从哈尔滨太阳岛集
团获悉，截至11月10日，太阳岛集团
上坞堤景观带环境整治项目顺利完
成今年工作目标，比计划工期提前
10天。

据悉，上坞堤位于松花江公路大
桥北桥头至太阳岛风景区太阳桥沿
江一线，现状为生态优美、风景独好，
但道路不通、灌丛杂乱，游人难至。

2021 年，修复上坞堤景观带被
哈市提上日程。太阳岛集团投资
2000 余万元，启动上坞堤景观带环
境整治项目。

据了解，该项目是落实哈市年度
民生实事“提升太阳岛东区业态，规
划修缮太阳岛中区，实施太阳岛环境
整治与文化体育提升工程，建设文化
艺术体育休闲之岛”的重要内容；是
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落实“我为
游客办实事”主题实践活动的具体举
措，为市民和游客又增加一个新的休
憩去处；是打造“大太阳岛”格局，连
接东、中、西区环岛线路的重点工

程。而且，白天是游览景观带、晚间
是沿江亮化带。

该项目整治范围为太阳岛国宾
馆以南至松花江水域之间，西起松花
江公路大桥，东至太阳桥，岸线长
1900米，平均宽度 70米，总面积 14.6
万平方米。项目包括景观工程、道路
工程、照明工程、设施工程四类内容。

受汛情影响，该项目分今、明两
年实施。今年主要完成沿江带环境
整治、漫道铺设、边石砌筑、绿地草坪
铺装、阶梯平台安装、台阶及护坡整
理、太阳石码头维修改造、太阳石广
场整理修复、新建景观灯饰等内容。

明年开春启动坡下至江边新建
道路和木栈道工程建设，预计“七一”
前完成全部工程内容，并对外开放。
开放后的上坞堤景观带红色漫道宽
阔笔直，从公路大桥北桥头直通太阳
桥，一边是江水、一边是树木，栈道台
阶平台、绿地草坪护坡，休憩有石凳
座椅、累了有观光车来往。

效果图。
图片由哈尔滨太阳岛集团提供

上坞堤景观带初露容颜

太阳岛风景区又添一景观工程

本报讯（朱大治 黑龙江日报全
媒体记者刘莉）记者从哈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获悉，企业开办直通车 2.0系
统自年初上线以来，企业开办便利化
程度大幅提升，实现了全程联办、全
程网办、全程免费。截至目前，累计
为新开办企业节省费用540万元。

据了解，哈尔滨市政府高度重视
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责成哈市市场监
管局牵头，营商、税务、公安、人社等
多家单位密切配合，围绕提供优质公
共服务精准发力，充分激发和释放市
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切实降低企业
开办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全面提高企

业开办便利化水平。企业开办直通
车 2.0系统自年初上线以来，企业开
办便利化程度大幅提升，平均办理时
间2小时10分钟，被国家发改委认定
为进步最快的评价指标，被国家市场
监管总局收录为典型案例。

目前，哈市市场监管局已联合有
关部门印发了《哈尔滨市企业开办指
标争创一流行动实施方案》和《哈尔
滨市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企业开办工
作专班工作方案》，将在建设智能审
批系统、开展企业开办直通车银行网
点延伸服务等方面大胆创新，推动哈
市企业开办便利化水平实现新跨越。

企业开办直通车运行近一年

为新开办企业节省540万元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韩
丽平）14日，哈市平房区应对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发布通告
称，除各类风险人员外，平房区居民于17
日24时恢复龙江健康码绿码。

通告明确，14日 24时，国际花都一
期、绿色新城西区降为低风险区，按照管
控区管控措施进行管理。

截至16日8时，平房区无新发病例，
除金色嘉园二期外，全区其他区域调整
为防范区，人员不出平房区。居民做好
个人防护措施，少外出、不聚集。如出现
发热、干咳、咽痛、嗅(味)觉减退、腹泻等

症状，要及时就诊，并立即向所在社区报
备。

17日，金色嘉园二期进行全员核酸
检测，如无新发病例，金色嘉园二期降为
低风险区，平房区全域解除各项管控措
施。

记者另悉，16日，哈尔滨市级支援平
房区医护人员欢送仪式在友联宾馆举
行。

在本轮平房区疫情防控工作中，哈
市卫健委组织市第一医院、市第二医院、
市中医医院、市第五医院、市红十字中心
医院、延寿、五常支援队等共计12家医疗

机构的215名白衣战士，紧急集结赶赴平
房区各镇（街）社区核酸检测采样点开展
采样工作，大半个月时间始终坚守在一
线。这支队伍敢打敢拼，快速、高效完成
核酸采样任务。面对入冬以来最强的寒
潮、大风和雨雪天气，很多队员的手都有
了冻伤。

入户采集核酸时，医护人员们都要
穿着厚重的防护服，一阶一阶走上楼梯，
一户一户敲门、登记、采集、消杀，每人每
天至少要爬 200层楼。时间紧，任务重，
有些队员的脚被磨坏了，但仍然坚持继
续工作。

医护人员的付出得到了百姓的高
度认可。看到大家的手被冻得通红，
有市民自发送来热水壶和暖手宝，还
有市民采集完核酸后道一声辛苦、送
来亲笔写的感谢信。每一声点赞和问
候，都成为了采样队员们继续坚守的
动力。

截至目前，市区医护人员共完成215
万余人次的核酸检测；协调省市 23家三
甲医院全面负责隔离居民疾病的医疗保
障；选派心理专家主动筛查有心理应激
反应的风险人群，及时给予一对一专业
辅导。

今日24时 平房区变绿码
昨日215名支援平房区医护人员返程

党旗在防疫一线高高飘扬。 图片由哈市红十字中心医院提供队伍凯旋。 图片由哈市第五医院提供

车厢内的乘客。 张春雷摄 站台内的乘客。 张春雷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