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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8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
者毕诗春）18日，省体育局召开了“省体
育局系统参加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服
务保障工作人员座谈会”，我省部分即将
服务北京冬奥的代表做了发言。

据统计，我省共有 441人担任北京
冬奥会的国内技术官员，有 205人担任
北京冬残奥会国内技术官员，分别占总
人数的 20.7%和 25.8%。其中，全省体育

系统选派的有 121人。目前，有一部分
人员已经在北京和河北的各个赛场开始
参与工作。19日、20日两天，参加本次
座谈会的大部分人员也将出征北京冬奥
会、冬残奥会，投入紧张的北京冬奥、冬
残奥服务工作之中。

黑龙江冰雪体育职业学院基础教育
部主任张岩在座谈会上表示，作为一名
龙江体育人，能有幸受冬奥会组委会邀

请担任越野滑雪项目的国内技术官员，
赴一线参与服务保障冬奥会，她深感责
任重大、使命在肩、初心如磐。她先后参
加了冬奥组委组织的4次NTO培训和4
次考试，并取得了 4次全优的好成绩，成
为了一名合格的冬奥会技术官员。她
说，一定承担好一名冬奥技术官员的责
任，展现出龙江体育人的青春风采，为举
办“简约、安全、精彩”的冬奥盛会贡献自

己的全部力量。
省雪上训练中心滑雪部部长刘忠庆

在座谈会上表示，本次冬奥会，他的服务
岗位是自由式滑雪雪上技巧的赛道长，
他深知自己任务的重要性，除了自己认
真履职外，同时要秉承着谦虚学习的态
度，在配合外国团队工作之余，学习他们
在维修场地方面的相关知识、技术和方
法，在未来工作中能够学以致用。

我省441人将担任北京冬奥会国内技术官员

本报讯（于淑鸿 黑龙江日报全
媒体记者刘剑）日前，花样滑冰全国
冠军陈溪梓、邢珈宁来到逊克县大平
台雾凇景区，在奇幻绝美的雾凇美景
中进行了一场优雅浪漫的双人自由
滑表演，完美呈现出人与自然的融合
之美。

游客们慕名前来，观看曼妙身姿
下的冰雪柔情。旋转、跳跃、托举，两
位花滑运动员将技术与艺术完美契
合，带给现场观众一场视觉盛宴，也
为冰雪运动倾情助力，为北京冬奥会
真情献礼。

游客们沉醉于此刻此景，感受着
冰雪的神奇魅力，惊叹于大自然的奇
美和馈赠。

随着 2022年北京冬奥会日益临
近，逊克县大平台雾凇“画廊”，也成
为越来越多人心中当仁不让的冬季
旅游打卡地。为推动冰雪文化、冰雪
旅游繁荣发展，逊克县全方位打造独
特的旅游品牌，进一步提升逊克雾凇
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大力推动冰雪与
文旅不断融合，全情为北京冬奥助力
加油。

雾凇美景与优美的双人自由滑
表演相映成“画”。

王智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剑摄

全国冠军上演花滑

在-15℃的室外，雪地足球场上的球员丝毫不惧严寒，在雪地上你追
我赶，传接运球、带球过人、破门得分，尽情体验雪地足球带来的快乐。这
几天，宁安市中小学刚放寒假，热爱滑冰的学生再度返回校园，踏冰起舞，
开启寒假欢乐季。 杨庭娟 林维宁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雪地摄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杨镭）记者从省冰上训练中心获悉，在
日前结束的中国速度滑冰国家集训队
北京冬奥会选拔赛第一轮比赛中，共
有 2名男选手和 4名女选手成功获得
冬奥会入场券，其中男选手王浩田和
女选手殷琦来自我省。加上此前已获
得参赛资格的宁忠岩和高亭宇，已有4
名龙江速滑运动员锁定冬奥参赛名
额。

根据国际滑联北京冬奥会速度滑
冰项目资格体系，通过之前四站世界
杯上的表现，中国队争取到了 6男 8女
共 14人 22个小项的参赛名额。其中，
在世界杯上有个人项目冠军入账的宁
忠岩和高亭宇，此前已率先锁定北京
冬奥会入场券，其他参赛名额则需通

过国内选拔赛产生。
在选拔赛第一轮比赛中，王浩田

获得男子1500米第三、1000米第二，拿
到 120个积分，排名本轮男选手第二，
与排名第一的廉子文一起获得了冬奥
会入场券。殷琦则凭借女子1500米第
一、1000米第三的成绩入围，同时入围
的女选手还有韩梅、李奇时和金京珠。

根据省冰上训练中心提供的信
息，1992年出生的殷琦和 1998年出生
的王浩田，都曾经是短道速滑运动员，
他们在 2018 年平昌冬奥会后改练速
滑，近几年进步迅速。其中，王浩田在
本赛季世界杯挪威站比赛中，与宁忠
岩、廉子文搭档，获得了男子团体追逐
赛冠军。

殷琦（左）和王浩田。 资料片

我省两名速滑选手我省两名速滑选手
获北京冬奥参赛名额获北京冬奥参赛名额

近日，团省委联合省体育局在哈尔滨市太阳岛雪博会举办了“迎冬
奥·龙江少年上冰雪”暨“青春暖流”关爱留守儿童公益冬令营活动。来
自哈尔滨市南岗区王岗镇的40余名小学生参加了本次冬令营活动。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彦摄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张雪地）16日，牡丹江市东安区兴隆
镇东胜村修建的 520米超长冰雪滑道向公众开放，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
游玩。彩虹灯装点下的520米超长滑道，在夜幕下分外浪漫，随着一声声
欢快的尖叫声，一个个游客从高处冲下，好不刺激！

520米超长冰雪滑梯。 图片由受访单位提供

520520米米！！
超长雪道嗨翻天

大秀秀

□纪世强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刘大泳 刘亿服

群众身边无小事，一枝一叶总关情。司
法所就是人民群众身边最基层的司法行政
机构，承担着人民调解、社区矫正、安置帮
教、法制宣传、法律援助等各类职责。让我
们的视线聚焦佳木斯市桦南县明义司法所
所长梁立华平凡而又意义非凡的28年。

1993年，梁立华在桦南县司法行政招
聘考试中，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桦南县梨树
司法所，在全县 5 个司法所都工作过。
2005年，梁立华来到明义乡担任桦南县明
义司法所所长。六年中，梁立华的足迹遍
布明义乡的村村落落、田间地头。倾听群
众呼声、讲解党的政策、做好法律咨询，小
到处理群众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的事，大
到化解矛盾。哪里有纠纷就有他振臂疾
呼的忙碌身影，哪里有矛盾就有他忙里忙

外的调解脚步。
明义乡位于桦南县的最北部，毗邻高

速公路，辖区内共有 19个村委会，42个自
然屯，2 个乡村农场，家庭户数 6752户，
2.65万人口。2015年10月，梁立华从上任
那天起就下定决心，“要想把工作做好，就
要走进群众心里”，努力让司法所真正成
为化解矛盾的“减压阀”和“调节器”。

明义乡清茶村张某某，2020年疫情期
间从山东返乡，他本人患有二级智力残
疾，回村后生活不能完全自理，且无人照
顾，无居住地点，无任何收入，生活十分困
难。梁立华得知情况后，先协调村委会安
排其到临时居住点住下，又协调乡民政为
其办理低保并对其进行了临时救助。村
委会工作人员在为其补办户口时，通过派
出所户籍人员了解到，其名下有一儿子张
某健目前在河南打工。起初，村委会与张
某健沟通时，张某健拒不履行赡养义务，

坚决不回村办理相关赡养手续。无奈之
下，村委会再次求助于乡司法所。梁立华
了解相关情况后，与其子沟通，对其进行
法治教育，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终于使张
某健按时返回清茶村为其办理了养老手
续，并保证每月给老人付生活费。一场道
德伦理纠纷就这样消弭于无形，当事人虽
已无完全行为能力，但是梁立华没有袖手
旁观。

六年来，明义司法所在县司法局和乡
镇党委的领导下，始终坚持从自身职能出
发，紧紧围绕中心工作，以服务为中心、维
护稳定为大局，主动作为、奉献群众，全力
做好人民调解、社区矫正、法律援助、法治
宣传等工作，真正成为百姓的贴心人和保
护神。共承办非诉讼调解案件 156件，群

众满意率100%。
从青年到中年，从梦想到理想，一路艰

辛劳累，梁立华始终坚守信念。1994年，他
被桦南县人事局、桦南县政法委授予“二
五”普法先进个人；2018年，被佳木斯市年
度人物评选活动委员会评为“十佳司法行
政干警”；2019年 1月，被中华人民共和国
司法部授予“全国模范司法所长”；2019年7
月，被省司法厅授予“优秀人民调解员”；
2020年 9月，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授
予“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2021年 12月，
被评为平安中国建设先进个人。

多年来他在基层第一线，倾心竭力化
解各类矛盾纠纷，调解案件共计 2900余
件，无一错案，真正成为了群众的“连心
桥”。

梁立华 化解矛盾在基层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
者曲静）2021 年 1~11 月，全省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 4954.6亿元，
增长 10.9%，高于全年目标 0.9个百
分点；全省进出口实现 1807.8亿元，
增长 28.1%，高于全国 6.1个百分点，
增幅列全国第 10位，列东北地区首
位；全省实际利用千万元以上内资
1782.7亿元，预计全年实现增长 50%
以上；2021年，全省实际利用外资
6.03 亿美元，增长 10.8%，高于全年
目标 5.8个百分点。这是记者日前
从全省商务工作会议上获悉的。

会议明确了今年商务工作重
点：

推进对俄经贸合作实现新突
破。建设服务全国的对俄合作服务
平台，强化农业合作，深化对俄林
业、能源矿产和水产领域合作，拓展
新的合作领域。与广东等地联手开
展对俄合作，提升对俄经贸层次，发
展互市贸易落地加工产业，推动互
贸+电子商务、电商直播、海外仓、
数字人民币试点等新业态、新模式
发展。

推动外经贸创新发展实现新突
破。鼓励已落地企业加大投入，吸
引国内大型外贸企业落地。出台跨
周期调节的外贸支持政策，提升跨
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能级，推进海外
仓数字化发展，争创进口贸易促进

创新示范区、中医药和数字服务出
口基地等试点示范。抓住RCEP实
施带来的关税红利，扩大对域内国
家和地区进出口。拓展与中东、中
亚、非洲等在农业、石油勘探、基础
设施建设等领域合作。

推动招商引资规模质量实现新
突破。制定促进产业招商政策措
施，出台招商引资创新办法，完善招
商大数据平台功能。持续开展招商

“晾晒”调度，提升招商精准度和成
功率。借助大型展洽活动搭建招商
引资平台，谋划面向日韩等国家及
国内先进地区的招商活动。围绕玉
米、石墨、工业大麻等特色产业和数
字经济、生物经济、平台经济等新兴
产业项目开展招商。加大吸引外资
力度，引导外资投向战略性新兴产
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节能
环保业等，引进高质量外资龙头项
目。

推动消费扩容提质实现新提
升。持续开展家装建材、汽车、特色
餐饮、年货大集等促消费活动，提升
城市商业能级，培育建设哈尔滨国
际消费中心城市，推进试点步行街
设施改造和业态升级，打造“城市一
刻钟便民生活圈”；扩大乡村消费，
深入开展电子商务进农村，鼓励有
条件地区开展汽车、家电下乡，改造
升级乡镇商业网点、村级便民商店。

今年全省商务工作重点敲定
对俄经贸合作、招商引资和消费扩容提质

等将实现新突破

留守儿童上冰雪

踏 冰 起 舞

我为群众办实事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晶琳）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黑
龙江省“十四五”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推动
实现跨境运输便利化，不断提升邮政
快递业服务能力，我省邮政快递业发
展再获支持。

《规划》提出，我省将提升跨境运
输便利化水平，实施“快递出海”工
程，鼓励在自贸实验区和跨境电商综
试区建立国际配送平台，打造邮件、
快件、跨境电商“三关合一”公共监管
处理场所；提升国际航空货运能力，
发挥哈尔滨国际航空枢纽功能，制定
优惠政策吸引、支持快递企业在哈尔
滨机场设立分拨中心和运营基地，打
造空中“丝绸之路”，建设北方快运寄
递和航空货运基地；提升农村综合物
流服务能力，创新农村物流服务模
式，建立“种植基地+生产加工+商贸

流通+物流运输+邮政金融服务”一
体化农村物流服务体系。

《规划》对提升邮政快递服务水
平作出具体安排，提出优化邮政快
递发展空间布局，建设“一核两带三
区多点”发展空间布局，形成以点带
面、联动发展新格局；加强邮政快递
枢纽建设，打造哈尔滨、牡丹江等一
批特色电商快递物流集聚区；实施

“快递进村”工程，加快建设村级寄
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实现村村通快
递；实施“快递进厂”工程，培育一批
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典型项目和融合
发展先行区；支持电商+客车的“富
裕模式”、牡丹江交通+邮政的“交
邮模式”作为样本在全省进行推广，
鼓励乡镇客运站整合邮政服务、乡
镇邮政企业闲置居所整合客运服
务，积极培育客运车辆搭载货物新
模式。

实施“快递出海”“快递进村”“快递进厂”工程

“十四五”我省邮政快递业发展再获支持

本报讯（陈鄞 黑龙江日报全媒
体记者赵一诺）近日，教育部、工信部
联合发文公布首批特色化示范性软
件学院建设名单，全国共有 33所高
校入选，哈尔滨工业大学计算学部软
件学院榜上有名。

据了解，根据教育部和工信部
相关文件精神，特色化示范性软件
学院将聚焦关键基础软件、大型工
业软件、行业应用软件、新型平台软
件、嵌入式软件五大领域，探索具有
中国特色的软件人才产教融合培养
路径，培养满足产业发展需求的特
色化软件人才，形成一批具有示范

性的高质量软件人才培养新模式，
开启全国软件人才战略的新一轮布
局。哈工大软件学院自 2000 年 12
月成立以来，以大型工业管理软件
和行业服务应用为中心，研发了企
业资源计划系统、供应链管理系统、
云制造服务平台、企业应用软件集
成开发与运行平台、高可信与高可
靠软件研发与测试环境、智能化软
件开发工具集等系统，支持企业与
商业系统的快速研发、实施与应用，
在航天、航空、造船、汽车、装备制
造、石油、电力、物流等行业得到应
用，取得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全国首批特色化示范性软件学院建设名单公布

哈工大软件学院上榜

□杨依明 张进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白云峰

巾帼关爱暖人心，冬日慰问迎
新春。近日，通河县妇联工作人员
为 2 名患病妇女登门送上了“两
癌”救助专项基金2万元，并为3位
低收入患病妇女发放了满载爱心
的新年礼物“家乡同心包”，使困境
中的她们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
暖，让她们度过一个祥和欢乐的新
春佳节。

通河县妇联积极向上争取救
助支持，为通河镇火炬村和乌鸦泡
镇联合村 2名贫困妇女争取到了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登门送上了

“两癌”救助专项基金2万元，为处
于困境中的患病妇女解决了燃眉
之急。通河县妇联工作人员细心
了解了患病妇女的近况，鼓励她们

以积极的态度面对眼前的困境，保
持乐观向上的心态，积极治疗，早
日康复，把社会的关爱化作战胜疾
病的力量。

为 3位低收入患病妇女发放
的新年礼物“家乡同心包”内有卫
生、医药急救、防疫等不同生活必
备物品，不仅帮助她们解决了生活
中的实际困难，更进一步提高了她
们的安全健康意识。妇联工作人
员希望受捐赠的妇女能以积极乐
观的心态面对暂时的困难，把党和
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关爱化作战胜
困难的力量，树立自强、自立、自信
的生活态度，争做生活的强者。

下一步，通河县妇联将切实发
挥妇联工作职能，组织和调动更多
社会力量参与到对困难家庭的帮
扶工作中，让她们切实感受到社会
的温暖。

发放“两癌”救助金
妇联登门送温暖

本报讯（王庆国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姚建平）近日，“助力冬奥 活
力校园”黑龙江省中学生冬令营在齐齐哈尔市开营。整个冬令营活动历时
3天，来自全省的150余名领队教练员及运动员参营。此次冬令营含冬奥
知识讲座、技能体能培训、观摩活动等多项内容，并设立速滑和冰球两大类
冰雪运动比赛项目，以求多层面多角度多样化地让学生体验冰雪之乐、为
冬奥助力。技能体能培训。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姚建平摄

全省中学生冬令营开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