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以来，国家税务总局双鸭山市
宝山区税务局紧紧围绕全区经济和社会
发展大局，不断升级纳税服务，持续优化
营商环境，通过一系列便民服务措施，确
保政策红利直达纳税人手中。

深入开展“便民春风行动”。宝山区
税务局牢牢把握“优化执法服务 办好惠
民实事”这一主题，树立并筑牢“最大限
度便利纳税人、最大限度服务纳税人”的
理念，不断优化纳税服务措施、精简办税
流程、推行集成服务。深入实施“一窗通
办”“最多跑一次”改革和“套餐式”服务，

全面推广限时办结、导税服务、预约服务、
延时服务、上门服务及容缺办理服务等个
性化便民服务措施。目前，已有 13大类
181个办税事项实现了“最多跑一次”，进
一步满足了纳税人多元化需求。

大力推进“非接触式”办税。大力推
广网上办税，持续完善电子税务局、增值
税发票平台和个人所得税扣缴客户端的
功能，进一步优化网上办税缴费工作流
程。截至目前，214项办税缴费业务均可
在网上办理。全面推行自助办税，在办
税服务厅设立自助办税服务区，配备自

助办税终端、电脑、打印机、复印机等设
备，实现全功能的自助办税服务模式。
大力宣传发票“网上申领、邮寄配送”便
利办税措施，努力实现办税不求人。

持续提升税收征管质效。将辖区内
纳税人纳入“网格化”管理平台，进行“网
格化”划分管理。通过平台精准识别纳
税人动态并将相关税收优惠政策推送给
适用的纳税人，提醒纳税人及时完成相
应税费的申报缴纳。提供一站式税收政
策指导服务，为税收征管工作提质增
效。截至目前，该局共向全区纳税人推
送政策宣传、政策解读信息55条，向特定
纳税人精准推送政策 21次，网格联络员
对所管辖区内纳税人定向发送信息 60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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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 日，黑龙江新增新冠肺炎疫
情。面对疫情，黑龙江移动党委认真落
实关于疫情防控各项工作要求，第一时
间响应，省市联动落实落细各项防控措
施，坚决助力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歼灭
战。

彰显移动速度
通信网络保障显“担当”
面对严峻复杂的疫情防控形势，黑

龙江移动网络战线员工按照疫情防控相
关要求，全面落实好重点人员、重点区
域、重点行业的网络保障工作。12月2日
至6日，累计在哈尔滨市投入网络保障人
员61人、车辆39辆、发电油机47台，布放
光缆 1公里，改善弱覆盖楼宇 12栋，针对
重要区域的 316个基站、562条专线实施
重点监控和保障，全力做好疾控中心、医
院、核酸检测点等重点区域 7×24小时网
络性能监控和实时优化，全力保障移动
网络平稳运行。

12月2日，黑龙江移动紧急搭建 5G
-CPE网络，依托云视讯系统，提供直播
服务，同时申请一辆应急通信保障车对
现场进行全场景保障，全力确保省委省

政府召开的地市防疫调度会。自本轮疫
情严峻起，哈尔滨移动快速响应，还自发
为新松茂樾山二期、爱达尊御、君贵东方
瑞景等封控小区提供通信保障，紧急布
放光缆，确保小区内移动客户网络通信
畅通。

贡献移动智慧
数智产品筑牢“硬核”保障
黑龙江移动充分发挥信息化技术、

大数据分析以及 5G+产品等方面优势，
及时为通信管理局等单位提供大数据分
析和信息化产品，助力地方政府做好人
员信息流调，强力支撑地方政府做好疫
情防控各项工作。

在严格遵守《网络安全法》《数据安
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前提下，调动基
于位置的大数据应用能力，保障流调工
作顺利进行。一方面支撑疫情统计分
析，另一方面对接省通信管理局的大数
据平台，实现数据报送自动化，每日平均
节省2小时数据报送时间，提升信息响应
速度。建立依托于场景的大数据分析模
型，提供包括国际来访人员分析、特定地
区来访人员分析、特定区域高危人群分

析、路网入境分析、口岸异常入境人员识
别等，根据地方政府要求，累计提供2400
余份统计数据，助力地方政府科学制定
决策。响应大数据流调需求，依托大数
据分析能力，快速提供重点人员轨迹信
息、重点区域驻留人员等信息。12 月 2
日至 6日，支撑行程码查询 2156余万人
次，向到访指定区域的客户群发疫情提
醒短信274余万条。

此外，黑龙江移动还主动对接政府，
强化服务支撑，切实提升疫情防控信息
化水平。创新提供云视讯会议、线上课
程、直播服务、和对讲、和易报、远程教育
直播等特色业务和服务，满足不同人群
的服务需求。应用隔离场所安装部署的
门磁设备，对重点隔离场所内的公共区
域、隔离房间等位置进行高清在线监控，
实现重点人员防控的智能管理、溯源可
查、告警联动，满足疫情防控和应对的及
时响应需求。

便捷移动服务
客户业务办理“不打烊”
第一时间落实营业厅疫情防控工

作，自营厅客户严格执行扫码测温并佩

戴口罩，对于进厅客户保持一米以上间
距，营业厅内通过划线、摆放座椅等方式
提醒客户保持距离。严格执行每日定时
消杀，每个客户办理完毕后对签字板、手
写笔及时进行酒精或消毒液擦拭，并在
营业结束后对全厅进行彻底清洁消毒。
在营业厅台席摆放隔断，厅内营业人员
全程佩戴口罩，同时常规储备医用口罩、
消毒液或酒精、喷壶、体温测量仪等设
备。

基于中国移动App、黑龙江移动微信

公众号、微信小程序等线上渠道，全面保
障用户 7×24不间断、免接触的服务和业
务办理。全面提供号卡、套餐、流量包、
宽带、权益及其它全量移动产品的线上
办理。积极拓展其它线上渠道，新建抖
音直播、天猫店铺等新渠道，满足用户更
加多元化的通信需求，覆盖更多的互联
网人群。截至 12月 5日，本轮疫情期间，
累计线上渠道服务客户266万人次。

满足客户居家隔离和学生网课需
求，12月 2日至 6日，累计为 70万魔百和

用户提供免费直播及限免电视剧内容，
累计收视时长超过 2490万小时；提供网
课专属优惠流量包 9.9 元 10GB，有效办
理量超过5000笔。

疫情不退，抗疫不止。黑龙江移动
将坚决履行央企责任，践行初心使命，主
动担当作为，深入推进信息化技术在抗
疫中实践应用，充分发挥“三个主力军”
作用，用实际行动检验党史学习教育和

“我为群众办实事”工作成效，为全省疫
情防控贡献移动力量。

黑龙江移动数智产品尽显“硬核担当”

主办单位：黑龙江省科协 黑龙江日报

近日，黑龙江省科协、龙头新闻联
合面向公众开展的“碳达峰、碳中和”环
保知识科普宣传之“我为低碳代言”活
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情参与，奥运
冠军、飞行员、消防员、社区工作者、留

学生、中学教师、博士研究生、中小学生
等，纷纷对着镜头说出自己的低碳理
念。

他们来自不同行业，年龄不同，但
共同拥有一颗热爱低碳环保的心。

低碳生活既是一种健康、绿色的生
活方式，同时也是一种生活理念，更是
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环保责任。让我们
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携手低碳
生活，共建美好家园。

奥运冠军来助力 绿色低碳从我做起

←伦敦奥运会
女子 200 米蝶泳冠
军焦刘洋，特地为此
次代言低碳活动录
制了视频。她说：

“低碳生活从节约一
滴水、一度电、一张
纸做起，简约适度，
拒绝浪费，绿色低
碳，从我做起！”

←哈尔滨工业
大学2020级博士研
究生李晞睿说：“节
约用水，就是珍惜
生命之源。”

←来自俄罗斯
的 留 学 生 尼 基 塔
说：“低碳出行，以
骑 自 行 车 代 替 开
车，追寻更健康的
生活方式。”

← 嫩 江 市
消 防 救 援 大 队
四 级 消 士 刘 旭
说：“节约用电
也 是 一 种 生 活
态度。”

← 小 学 生
刘 言 羽 姿 说 ：

“盘中粒粒皆辛
苦，光盘行动，
从我做起！”

← 哈 尔 滨
市 第 三 中 学 教
师李娟说：“拒
绝白色污染，共
创美好家园。”

← 南 航 飞 行
员林忠宝说：“打
造绿色航空，保卫
纯净蓝天。”

← 哈 尔 滨 市
复华小学学生丛
天伊说：“垃圾分
类，分出来的是资
源、是财富、是能
量、是宝藏。”

← 安 达 市 社
区工作者宋迪说：

“随手关灯，尽显
低碳生活。”

环评公示
箭达天下（黑龙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30万吨碳基新材料循环产业示范项目位于鸡西市鸡东

县鸡东煤电化循环经济示范基地化工园区内，建设年产30万吨橡胶用炭黑及配套建设140t/h炭黑尾气锅
炉。现就环评事宜向公众征求意见，详见鸡东新闻网http://jidong.dbw.cn。

箭达天下（黑龙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近年来，五常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学校坚持走特色育人之路，经过不断的
探索实践，喜获累累硕果。

艺术育人亮点纷呈。学校充分利用
社团、校园广播电视、校报校刊等媒介，
开展体育、文艺、德育实践等丰富多彩的
活动，艺术校园特色鲜明。在刚刚结束
的哈尔滨市中小学生篮球联赛中，该校
代表队经过激烈角逐，斩获中职组冠军。

对口升学成绩斐然。近十年来，学
校共有 1000余人升入本科院校，特别是
计算机专业的焦洋、储竞博同学曾分别
在全省对口升学考试中独占鳌头。市场
营销、旅游管理等专业也均有同学考取
黑龙江省前三名的骄人成绩。

技能大赛捷报频传。近几年，学校
共有140余人次获奖，其中，国家级奖励8
人，省级一等奖 13 人，市级一等奖 83

人。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学校农学专
业在国家级技能大赛中的优异成绩，创
造了我省中职学校农学专业国家级技能
大赛的记录。2017年，黑龙江省无人机
驾驶大赛中，该校作为全省 36支代表队
中仅有一所中职代表队，2名同学荣获二
等奖。

服务地方经济成效显著。学校充分
发挥农学骨干专业优势，为当地培养了
大批农业技术骨干、农村致富带头人、农
民企业家，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助力乡村
振兴，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
贡献。 （冯丽丽）

近年来，克山县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在“为企业培养技能型人才，为乡村振兴
培养实用型人才，为高职院校培养精英
型人才”的三为办学方向的指导下，逐步
成为了一所优质中等职业学校。

建设基地，培植教师经营团队。为促
进学生学技成才，学校建设了标准化示范
果园、马铃薯脱毒种薯、鲜食玉米等涉农实
习实训试验基地，并培植教师经营团队，充

分发挥教师专业内驱力和实践外驱力的双
轮驱动作用，推进了农科教结合。

合作办学，拓展服务三农内涵。该
校与县内瑞信诚牧业有限公司等重点企
业开展校企合作，深入推进产教融合；与
齐齐哈尔技师学院等院校合作，开展定
向贯通培养；与人社局等相关单位组建
各专业培训团队开展送教下乡活动，提
升了服务三农质量。

打造品牌，强化培训服务能力。学
校强化就业创业培训教育，突出职业技
能提升培训，与克山县龙妹家政服务中
心合作，着力打造“家政服务”培训品牌，
实施巾帼创业就业工程，形成了具有克
山职教特色的为农服务模式。

创建平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下
一步，为使职业教育更好地服务县域经
济，该校将与县农技部门联合创办科技
服务平台，这个平台的创建，将对涉农专
业的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的推广
与应用起到积极的示范作用。

（吕洪彦）

近年来，穆棱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学校在不断探索中，突出“立德树人”，坚
持“德技双馨”，强化“三项措施”，努力培
养德技双馨的技能型人才。

双向渗透。在教学和实训中渗透德
育，在德育活动中强调知识技能的重要
作用。开展系列德育活动、常态化技能
竞赛，促进学生思想的转变和专业技能
水平的提升。

环境熏染。开辟校园专题宣传窗、
设立班级专题宣传栏，在实训室张贴专
题宣传标语，校园广播定期播放专题故

事；让人物事迹、提醒语、倡议书等德育
内容张目可见、侧耳可听。不断加强和
提升教学实训条件水平，为学生提供良
好的学习和实训环境。

握手工匠。邀请“大国工匠”进校
园“现身说法”，激励学生尊重劳动，向
劳模和工匠学习。多次邀请全国劳动

模范——穆棱市电站阀门有限责任公司
技术革新能手张磊到校做报告、与学生

“握手”。让学生近距离感受“大国工匠”
的平凡与非凡，从而树立志向，勤学苦
练，努力实现“封匠成才”的奋斗梦想。

而今，穆棱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学
校正蓄势待发，在新一轮职业教育大发
展中，努力培养更多“德技双馨”的新时
代职业精英，打造“大国工匠”，服务“大
国智造”。

（宋广林 张庆山）

黄米面、红豆馅，面胶布铺在屉上，
一双双巧手忙不迭……在依安县中心镇
丰收村张鼎鼎粘豆包加工厂中，工人们
正在为源源不断的订单忙的热火朝天。

中心镇丰收村张鼎鼎粘豆包加工厂
将“植根黑土、粗粮细作、携手共赢、绿色
健康”作为企业文化，在制作过程中精选
上等原料，零添加，经原料研磨，三旺三
文等九道工序精制而成，豆包粘糯可口，
香甜喜人。

谋求好销路，这个豆包“有想法”。
为使粘豆包产品由小市场零售到大超市
销售的彻底改变，张鼎鼎粘豆包充分借
助电商平台营销，释放黑龙江寒地黑土、
绿色生态等品牌优势，拓宽销售渠道和
发展空间。同时，消费者用智能手机扫
描粘豆包上贴的“二维码”，就可以与终
端服务器连接，查看粘豆包从原料种植
到采摘的全过程，实现了农副产品从地

头到餐桌的可追溯，打造出“来源可查、
去向可追、责任可究”的销售环境。

带困促增收，这个豆包“不一般”。
为让脱困户提高生活质量，张鼎鼎粘豆
包加工厂全力打造“中国北方民俗粘豆
包生产第一村”，通过成立农民专业合作
社，与脱困户签订帮扶协议，帮助脱困户
采取以地入股、以资入股、众筹分利、务
工分红的方式建立利益联结和增收机
制。在原料基地种植、收获、生产加工期
间，有劳动能力的脱困户优先雇工，每人
每天收入 120元至 150元，同时采取每销
售一袋粘豆包拿出 2%给脱困户群众分
红，成功带动丰收村的脱困户人均增收
700元，实现了全村76户脱困户产业扶持
全覆盖，小豆包摇身一变成为带困增收
的“金疙瘩”。2020年张鼎鼎粘豆包加工
厂被县妇联命名为“依安县巾帼扶贫车
间”，2021年 5月，获得“黑龙江省脱贫攻

坚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张鼎鼎粘豆包带动一个村，致富一

方人，这离不开其创始人张云峰与吕洪
梅夫妻俩的努力，他们用自身行动展现
了孝老爱亲、诚信经营、乐于助人的“最
美家风”。

绿色好美食，这个豆包“有履历”。
聚焦“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理念，张鼎
鼎粘豆包被选为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
被省绿色食品协会认证为绿色食品。

“粘豆包作为绿色高品质、健康无公
害的依安优品搭上了发展‘快车道’，走
上转型‘新路子’，我们将通过直播推荐
活动，进一步扩大宣传，将‘绿色号’特色
农产品打造成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的依
安名片，为打造依安‘有机食品第一县’
推波助力。”丰收村张鼎鼎粘豆包厂负责
人张云峰说。

（陈丹华 周爽）

为进一步加强企事业单位职工识
毒、防毒、拒毒的意识和能力，今年 10
月以来，大庆市禁毒办组织大庆产业
服务有限公司、大庆油田储运分公司、
通勤服务公司、庆南工矿服务公司 130

余名职工到大庆市禁毒教育基地参观
学习。

在基地讲解员引导下，参观职工从
一件件实物、一幅幅照片、一个个鲜活的
事例中，对禁毒历史、毒品危害、传统毒

品与新型毒品的区别等知识有了深入了
解。通过观看仿真毒品3D全息投影，操
作“吸毒后的你”模拟系统、观看禁毒宣
传片等多种形式的体验，使职工更加立
体、直观地了解毒品对个人、家庭、社会
的危害。大家纷纷表示毒品犯罪触目惊
心，将以案为鉴，教育引导亲人和朋友珍
爱生命，远离毒品。

（宋洋洋）

11月 29日，北大荒股份八五二分公
司第四管理区组织农业生产、财务以及
作业站站长，围绕种植结构调整、新技术
应用等进行了集中研讨，积极争取农业

生产主动权。
2021年，分公司在春涝夏旱的生产

条件下，依托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种植结
构多元化和20项实用生产技术的重点示

范推广，实现了粮食总产达10.8亿斤，平
均单产 374公斤。为保障 2022年农业生
产“再突破”，分公司采取走访调研、座谈
研讨和冬训的“三举措”，广泛搜集种植
户在农业生产中的意见和建议，总结交
流全年农业生产经验，通过冬季培训强
化生产者技能，推动农业生产高质量发
展。 （夏红英 赵志国）

12月4日，最低气温达到零下19度，
国网建三江供电公司 66千伏创业-创南
输电线路施工现场，工人们冒着严寒进
行施工作业，确保在 2022年 3月底前竣

工投运。
66 千伏创业-创南输电线路全长

16.5千米，线路连接66千伏创业变电站、
66千伏创南变电站，项目竣工后将有力

提高 2座变电站供电可靠性。工程项目
需要组立铁塔 82基，冬季进行铁塔组立
施工难度大，同时给保障安全、质量也带
来一定影响。该公司落实到岗到位责任
制，对作业现场进行严格的管控，做到铁
塔基础不合格的坚决不进行铁塔的组立
施工，对施工的每个环节都做到了盯紧
看牢，保障施工安全和质量。 （贺俊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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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张梓楠（身份证号码23100519841123****）：

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黑龙江省预防和治理机
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吃空饷”暂行办法》以及你与单位签订
的《协议书》相关条款，单位决定与你解除劳动人事关系，请
您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60日内到黑龙江省第五地质勘查院

（或以书面形式）办理解除劳动人事关系、保险转移及提取档
案等相关手续。逾期不来，视为送达，我院将按国家及黑龙
江省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特此公告。
黑龙江省第五地质勘查院

2021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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