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 11 月 30 日

专刊

星期二

电话：(0451) 84655043 传真：84610461

http://www.hljnews.cn

主办单位：黑龙江省科协 黑龙江日报

衣食住行皆可低碳

看
“双碳”
研究人员的低碳生活
每一位市民的举手之劳，都是实现
“双碳”目标的重要一步。随着“低碳”
理念日渐深入人心，人们也越来越青睐
健康绿色的生活方式。让我们来看看
东北林业大学从事碳汇经济、林业碳汇
等方面研究的教师们是如何践行低碳
生活的。
旧衣回收是助力绿色低碳的有效
方式。东北林大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教
师贯君表示，很多女生喜欢买新衣服，
经常有许多不穿的衣服被淘汰，可以选
择捐赠或回收的方式进行处理。
“ 我家
小区楼下就有衣物回收箱，最近我整理
出很久没穿过的衣服，把它们洗干净装
进袋子，投进回收箱里。”贯君说，现在
她在买东西时会更理智，按需购买。最
近她还喜欢把买衣服时送的纸质购物

袋做成收纳盒，
“ 既环保又可以让家里
近些年，低碳旅游渐成时尚，苏蕾
干净整洁。”贯君说，“我爱人以前不太 建议，出门可自带重复使用的帆布袋，
收拾家务，现在看到家里这么利索干 使用完的地图可放回原处以供他人再
净，也会配合我一起整理东西、一起变 使用，离开房间时关掉所有的灯、电视
废为宝。
”
和空调等，给度假增添一笔绿色低碳的
“践行低碳，从给生活‘做减法’开 色彩。
始。
”
东北林大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苏蕾
“准备个布袋子吧，塑料袋有污染”
说，
“要少用或不用一次性碗筷、纸杯，
每 “少开点车，能走路尽量走路，还能锻炼
次吃饭做到吃多少盛多少，避免食物浪 身体”，由于盛春光经常给父母讲关于
费。
”
为此，
她在平时点外卖时，
都会及时 低碳的事，现在两位老人也开始关注节
备注：
“饭要少一些，
不要一次性筷子”
。
能和环保了，他们还会给熟悉的邻居分
“垃圾分类是一种文明习惯，做好 享低碳环保的生活理念。
垃圾分类，有利于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的
“低碳生活是我国实现碳达峰、碳
养成”，省碳汇经济发展规划专家、东北 中和、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家园
林大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盛春光说。 的重要举措，希望广大居民都能将绿色
她在平时扔垃圾时都注意分好类，再投 低碳理念融入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争做
到垃圾箱中。
‘低碳达人’
。
”贯君说。

齐齐哈尔市龙沙区

坚持需求导向精准
“引才”

齐齐哈尔市龙沙区深入推进“人才强
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在空编率保持
区”战略，不断深化人才体制机制改革，坚 合理水平前提下，科学设置“人才池”，实
持从实际出发，着眼于经济发展和重点产 现应招尽招。自 2020 年人才体制机制改
业需求，注重精准引才及高端紧缺人才引 革实施以来，龙沙区招录公务员 52 人；为
进，激发人才活力，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教育系统及机关事业单位引进“名校优
注入不竭动力。
生”149 人；为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各类优秀
健全人才引进机制。主动对接市级 人才 64 人；从外区外地发现引进 40 岁左
“1+34”人才改革政策，制定《龙沙区深化 右年轻干部 37 人；实施“丰羽计划”，按照
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工作方案》，建立 “事业引进，企业使用”思路，为黑龙江景
“双招双引”联动机制，把“招才引智”等同 宏石油设备制造有限公司、黑龙江北大仓
于“招商引资”，将建立“头雁”工作站及引 集团有限公司等龙沙区 5 家重点企业，按
进高层次人才等同于完成招商引资任务。 需引进 6 名急需技术和管理人才。

走访调研听建议解瓶颈

日前，北大荒股份八五二分公司党委 产业发展思路，
全力筹划 2022 年农业生产
组织农业生产部、
综合经济部和财务部，
围 工作，
确保带动全体员工致富增收。
绕种植结构调整、土地发包、新技术应用、
这个分公司通过走访调研，积极深入
种肥统供进行了集中调研，积极探索创新 基层广泛搜集种植户在农业生产中的意

逊克县

见和建议，全力解决农业生产中的瓶颈制
约，有力规避粮食市场、自然灾害、人为原
因带来的种植风险。同时，该公司采取了
三级联动的有效措施，层层传达来年全面
开展创新技术示范和优化作物品种的优
良做法，加快推进农机具的更新换代，大
力增强农业发展能力，着力打造绿色高产
高效模式。
（裴莉娜 夏红英）

禁毒知识竞赛区、
仿真毒品展示区、
禁毒VR
体验区、
观影室等十个区域。逊克县将以科
普园地为依托，
辐射城区7所中小学禁毒宣
传教育，
利用云参观提升8个乡镇小学禁毒
据介绍，
禁毒校园科普园地馆内设置中 宣传教育水平，
全面筑牢逊克县学校禁毒防
国禁毒史区、
禁毒常识区、
毒品危害展示区、 线，
为学生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禁毒校园科普园地投用

近日，
黑河市逊克县300平方米禁毒校
园科普园地建成，
迎来第一批参观学生。

五大连池市

深入药店排查精麻药品

近日，五大连池市公安局禁毒大队对
辖区内营业药店进行全面检查。

在走访检查中,民警着重对使用登记台
账、交接班记录、出入库登记、专用处方进

黑河市爱辉区

救助家庭困难社戒人员

行检查，
核查其来源去向。经查，
各药店日
常督导检查管理到位，
麻醉、
精神药品无霉
变和破损情况。民警向药店负责人员强调
要严格执行药品管理规定，严把精神药品
管理措施，坚决防止遗失、失窃等事件发
生，
确保精麻药品管理有序。
务中心执行社区康复，
无生活来源。今年4
月，
杜某社区康复执行期满，
后因病急需手术，
无力承担医疗费。禁毒民警与社工联络爱辉
区
“六位一体”
成员单位，
按照政策为其申请了
救助金和临时救助补贴、
低保人员医疗保险二
次报销等事宜，
为其解燃眉之急。

搭建人才引进平台。搭建科研人才平
黑河市爱辉区社区戒毒（康复）服务 政策措施，帮助戒毒康复人员度过困难。
台，
推进校地企合作
“十大基地”
建设，
已建成
杜某2018年在爱辉区社区戒毒（康复）服
大学生实习实训基地等 10 大类基地 49 个， 中心全面落实对戒毒康复人员社会救助
促成徐艳春
“头雁”
团队在龙沙区落地；
开展
“书记进校园”
活动，
龙沙区委书记作为县区
亲送去救助金2000元；
彭某因贩毒入狱，
禁
北安市
代表进行推介宣讲，
在全市校地合作签约仪
毒大队与相关部门为其送学习用品及2000
式上与哈尔滨商业大学、
哈尔滨师范大学等
元帮扶资金；
杨某因贩毒被判处无期徒刑，
禁
多所高校签订合作协议。搭建乡村人才平
毒大队联合街道办事处，
为杨某儿子申请了
台，
举办
“返乡创业、
到村任职”
招聘会，
选聘
北安市公安局禁毒大队全力开展吸 人员戒毒康复成效。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补助金1150元。
22名优秀后备人才，
岗位覆盖投资创业、
产 毒人员帮扶工作，深入走访涉毒人员困难
社区戒毒人员李某母亲患有癌症，
北安
业发展顾问、
到村
“两委”
任职和新型经济组 家庭，有效促进涉毒人员改造，巩固社戒 市公安局禁毒大队联合相关单位，
龙江时讯●龙江时讯
为李某母
织合作社任职4类。搭建青年人才平台，
成
立齐齐哈尔在外大学生联合会龙沙区分会，
哈尔滨维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委托哈尔滨清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承担哈尔滨维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新版 GMP 改
加强同龙沙籍在外大学生的紧密联系，
调动
造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项目位于哈尔滨市哈尔滨经开区哈平路 680 号，对现有生产车间部分区域进行净化改造，
环评公示
广大在外龙沙人建设家乡的热情，
吸引更多
更换部分设备，
并增加生产线和产品。详见黑龙江新闻网（http://www.hljnews.cn/）。
青年人才集聚在龙沙、
创业在龙沙。

中艺·和悦府（二期）交付通知
尊敬的中艺·和悦府（二期）买受人：
您购买的哈尔滨中艺祥和置业有限
公司开发建设的中艺·和悦府（二期）项
目房屋与承租的地下停车场停车位已具
备交付条件，我司于 2021 年 11 月 30 日至
2021 年 12 月 2 日在中艺·和悦府（二期）
10 栋（请由群力第一大道进入）集中办理
交付手续。各楼栋具体办理时间，以置
业顾问通知为准。如您未接到置业顾问
通知，
请您在上述集中交付期到场办理。
如您未能在集中交付期间办理所购
房屋交付手续，集中交付期满后，请您先
至外滩 1898 售楼中心办理相关交付手
续，然后至和悦府一期 11 栋物业服务中
心办理所购房屋交付手续。
您办理房屋或车位交付手续须提供

北大荒股份八五二分公司

6

的证件、文件资料与交费项目及标准等
1、单位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
事宜如下：
（加盖单位公章）一份；
一、买受人办理进户须携带的资料
2、公司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
1、
《商品房买卖合同》和已交全部房 原件及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三份。
款的票据原件；
注意事项：如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2、买受人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身份证 委托他人代为办理进户手续，需由受托
件原件及复印件两份；
人提供经公证机关公证的单位授权委托
3、
《商品房买卖合同》买受人信息 书原件、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与受托人
页、项目名称页、房号页、房款页、签字盖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三
章页复印件各一份；
份。
4、如您委托他人代为办理，受托人
三、车位办理进户须携带资料
需 提 供 经 公 证 机 关 公 证 的《授 权 委 托
1、买受人身份证原件或其他有效身
书》、买受人与受托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 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二份；
件各一份。
2、车位合同复印件一份；
二、单位购房办理进户须携带的资
3、车辆行驶证复印件一份；
料
4、车主驾驶证复印件一份。

管控帮扶巩固康复成效

哈尔滨马迭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公司 2021 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经公
司 2021 年第十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
通过，决定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
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四）会议召开时间：2021 年 12 月 17
日 14：30 时。
（五）会议召开地点：马迭尔摩登俪
缘一楼宴会厅。
（六）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持有公司
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
的其他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 关于修订《马迭尔集团公司章
程》的议案。
（二）关于变更公司董事的议案。
（三）关于马迭尔集团不再承办并运
营冰雪嘉年华项目的议案。
三、会议登记
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
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
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一）登记方式
1、欲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代
理人请于 2021 年 12 月 9 日前以现场、邮
件、信函等方式进行会议登记。
2、法人股东应持有能证明法人资格

的有效证件、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
进行会议登记。
3、自然人股东应持有本人身份证进
行会议登记，如授权代理还需提交授权
委托书及委托人与代理人的身份证。
（二）股权登记日：
2021年11月30日。
（三）登记地点：马迭尔集团董事会
办公室。
四、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高磊；联系电话：84884011；
邮箱：mdebgs@126.com；寄件地址：道里
区西八道街 37 号 9 层；邮编：150010。
五、备查文件
马迭尔集团 2021 年第十次（临时）董
事会会议决议
特此通知。
哈尔滨马迭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