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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体记者 邢汉夫

“张阿姨，您儿子给您送的菜
放在门口了，您要有事就联系我
啊！”穿着隔离服的薛志强，隔着
手套擦了擦面屏上的雾水，摁下
电梯……3 月 30 日是他所住单元
实行管控的第 5 天，在这个单元
里，他为 40 余户百余人送“需”上
门。

今年 52岁的薛志强是一名退
休军官，家住哈尔滨市南岗区燎
原街道璟胜嘉园小区。3 月 26 日
晚，薛志强和邻居们接到所住单
元实行防疫管控的通知。“这么突然，我家没菜
了！”“是呀，快递员进不来了。”……面对突然
的通知，邻居们有点慌了。薛志强当即拨通了
社区的电话：“您好，我是党员，我申请在我们
管控单元内为邻居们提供帮助！”就这样，薛志
强先在群里缓解邻居们焦虑，随后一起商量生
活物资的采购问题。选定菜店、汇总采购清单、
在一楼大堂分拣、逐层送到邻居们家门口……薛
志强当起了单元门里的应急“快递员”，最多的时
候，一天分送了 300多件。“以前在部队拉练的时
候，出汗后风一吹就干了。穿着防护服，出汗后
衣服就贴身上了，真的体会了医护工作者的辛
苦。”薛志强感慨地说。

“您好，我是 18楼的邻居，我知道今天不是
快递配送日，但是我买的笔记本电脑到了，下午
还得给学生上网课呢，麻烦您帮我协调一下。”3
月 28日中午，薛志强接到 18楼邻居焦急的求助
电话。薛志强一边联系物业人员，一边到一楼
大堂等着，第一时间将笔记本电脑送到了教师
邻居家门口，“我替孩子们谢谢您！”教师邻居
皱着的眉头舒展了，连声道谢。

“脱下军装，也要保持军人本色。”曾是一名
通信兵的薛志强，主动为上门进行核酸检测的医
务人员“打前战”。帮助医务人员挨家敲门，通知
邻居们准备好龙江健康码或身份证，做好核酸采
样的准备。“有薛大哥楼上楼下地帮我们，采样速
度快了 1倍！”几乎每次做完核酸采样后，薛志强
和医护人员异口同声地向彼此说“谢谢”。

“各位邻居，麻烦问一下，谁家有速效救心
丸？”3月 29日 19时 22分，微信群里有这样的求
救。“有，马上去！”薛志强第一时间回复，以最
快的速度送去了速效救心丸和硝酸甘油。“薛
哥，太感谢你了。”“不用客气，您爱人支援五常
防疫工作不能回来照顾您，我们做点力所能及
的事儿，都是应该的，有事儿随时联系。”薛志
强询问了邻居的身体情况，嘱咐她按量用药，还
留下了自己的手机号码和门牌号。

看到每天跑上跑下的薛志强，邻居刘杨、郭
峰不约而同地走出家门，穿上防护服，加入到帮
邻居们分送物资的队伍中。他们带着“人情味”
和“烟火气”，主动拿起管控单元物资配送“最
后一百米”的接力棒，将服务送到邻居家门口，
聚起了战疫必胜的群众力量。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刘艳）记者近
日从哈尔滨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获悉，为落实哈
市《关于应对疫情影响支持中小微企业纾困的政
策措施》，该中心制定相关《实施细则》。根据《实
施细则》，因受疫情影响缴存住房公积金暂时有困
难企业，可申请缓缴 4月份至 6月份住房公积金；
同时，该企业不计入欠缴名单，不影响企业职工公
积金提取和贷款。

根据《实施细则》，此次住房公积金纾困政策
适用范围包括，在哈尔滨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开
立住房公积金账户的受疫情影响缴存住房公积金
暂时有困难的企业及其缴存职工。在缓缴期间内
欠缴住房公积金的企业不计入催缴名单，不进行
欠缴行政执法检查。缴存单位经办人持《住房公
积金单位缓缴申请表》，直接在线上申请，也可预
约到住房公积金开户的办事处办理。

《实施细则》同时规定，对于缓缴4月份至6月
份住房公积金的企业，不影响缴存职工正常办理
公积金提取和贷款业务。其中，住房公积金企业
在缓缴期间内缴存时间连续计算，不影响缴存职
工正常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业务。其缴存职工可
正常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贷款额度、年限等计算
方式等同正常缴存职工。可通过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微信公众号、支付宝、手机APP、哈尔滨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门户网站，预约办理公积金提取
和贷款业务。

此外，缓缴企业内高层次人才仍享受《关于支
持哈尔滨市高层次人才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优惠
政策的通知》规定的相关政策。高层次人才申请
公积金贷款由哈尔滨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新区办
事处统一受理。

企业可缓缴
3个月公积金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薛婧 李爱民

一台台塔吊在空中挥舞着巨臂，一辆辆打
桩机“咚咚”地捶打着土地，一名名测量工人扛
着标杆尺在各建设现场穿梭……时下，在哈尔
滨新区江北一体发展区，大项目正陆续开复工
并掀起建设热潮。

“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今年 2月，新区
江北一体发展区就吹响了项目建设复工“号
角”，这比常规开复工时间提前两个半月。据新
区发改部门统计，2022年江北一体发展区计划
开复工项目140个，其中新开工项目66个，续建
项目 74个，总投资 2180亿元，截至目前已开复
工71个。预计一季度新区固定资产投资额增速

达20％，为完成全年固投增速实现“开门红”。
人勤春来早，如火如荼的建设背后是入驻

企业对新区发展的坚定信心，更是新区持续优
化营商环境的具体体现。

“我们充分利用审批之冬的黄金期，上下密
切协作配合，在规划设计、立项审批、土地征用
等前期工作中争时间、抢进度、求实效。”哈尔滨
新区发展和改革局局长于宏说，为全力推动完
成施工前的各项手续与准备工作，2021年底，新
区江北一体发展区就制定出台了《江北一体发
展区 2022年重点项目“审批服务之冬”工作方
案》，并于春节前完成了《江北一体发展区 2022
年新开工项目倒排时间统计表》。

今年3月13日新开工建设的亚康北药生物

项目便是“审批服务之冬”工作机制的获益者代
表。“我们所在的利民园区工作人员去年10月便
主动找我们对接，帮我们解决净地问题。为了
保障春季按时开工，还利用冬歇期协调相关部
门指导我们做规划，帮我们跑审批。”黑龙江瑞
禾清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正鸿说，利
民园区为该项目配了专职“服务员”，凡事都想
在企业前，这不仅坚定了企业投资信心，也加快
了项目建设速度。

据介绍，春节后，针对新开、续建项目存在
的问题与困难，新区 5次集中召开项目推进会、
多次针对项目推进工作进行协商，每周形成一
份项目推进简报，报区领导并抄送各相关部门，
确保问题得到及时有效解决。同时，新区建立

了重点项目“三级包保”、存在问题“集同协调”、
部门联动“综合会办”等工作机制，构建起以项
目建设为中心、横向到边、纵向到线、垂直到顶
的全方位推进责任体系，包项目推进，包进度目
标，包问题解决，确保项目早开工、快建设、全入
统。

联东U谷·哈尔滨新区数字智谷、中国北药
智慧产业园、哈尔滨同创电子材料产业化项目、
壹家汉麻……随着一个个数字经济、生物经济、
新材料等领域重大项目的开复工，将为哈尔滨
新区着力打造成为“全省数字经济核心示范区”

“全省生物产业链聚集区”，加快优化产业结构、
提升产业层级、延伸产业链条，推动经济转型升
级发挥重要的支撑和带动作用。

预计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速20%

哈尔滨新区甩开膀子开复工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李宝森）近
日，记者从哈尔滨中庆燃气公司了解到，今年拟于
6月底前完成安全隐患突出的23.5公里老旧燃气
管线设施更新改造。

据了解，哈尔滨中庆燃气公司把燃气管线进
行全寿命管理，根据管网情况，每年对到期的燃气
老旧管线进行改造。今年改造总长度 23.5公里，
车行道17.52公里，施工期4月1日至6月30日。

目前，交警部门已经组织各大队进行现场踏
查，结合道路交通疏解能力的需要，初步确定了施
工方案。

此次改造涉及哈平路（植物园—民生路）、科
研路（学府路—哈平路）、第四方圆里（第四方圆
里—第五方圆里）、和兴路（大自然门前）、花园街
（奋斗小学对面）、中山路（第四方圆里—文昌街）
等车流较大的重点路段，政府部门和施工企业将
做好妥善安排。

今年燃气管线设施更新改造涉及道里、南岗、
道外、香坊、平房等行政区域，将充分利用疫情期
间中小学尚未开学，企事业单位居家办公，车流量
和人员流动较少的有利契机，启动工程建设，最大
限度减少对交通环境的影响。将围绕保安全、保
环境、保交通、保民生的要求，采取优化工艺、夜间
施工、分流疏导、交替封闭，完工一段、修复一段，
重点路段、跟进修复等措施，减少施工周期和环境
影响，确保城市交通秩序和道路安全畅通。

6月底前完成23.5公里
老旧燃气管网改造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韩丽平）3月30日，
“科创中国助力冰城”平房区（哈经开区）活动专场暨中
小企业最新扶持政策网络培训线上举办，哈尔滨市平房
区区内企业相关负责人近300人参加此次培训。

活动中，平房区对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申报及政策、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及政策、技术合同登记有关税收和
后补助政策以及黑龙江省进一步推进科技创新发展若
干措施等多项政策进行详细介绍，强调新政策下的基
本条件、专项条件、限定条件三大要点，让参训企业进
一步了解科技扶持政策支持方向和项目申报流程，提
前做好项目谋划，积极准备申报。

“此次专业化培训激发了企业发展创新活力，让企
业受益匪浅。”活动结束后，一些企业负责人纷纷留言
反馈。

中小企业云端
培训蓄后劲

蓝领紧俏
组合拳破解供需失衡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樊金钢

“我们企业正在招聘技术工人，还没招满。”近日，哈尔滨市多家企业人事部门工
作人员向记者表示。“金三银四”，当前正值一年一度的就业市场旺季，但一些用人单
位尤其是二产企业技术工人岗位出现缺口。记者采访发现，哈尔滨政府部门提供的
公共就业服务正陆续落地，一些迎合市场需求的技工院校新专业也呼之欲出，部分岗
位技术工人短缺的压力将逐渐缓解。

目前，哈尔滨正
在着力打造先进制
造之都，而部分企业
出 现 技 术 工 人 缺
口。其市场供给如
何保证呢？

据了解，由于技
工教育不是学历教
育，部分学生和家长
意识不足，所以哈尔
滨市技工院校生源
受限。比如，焊接、
数控、制药、电梯等
专业招不满学员。
采访中，业内人士表
示，按目前国家政
策，初中高中生源进
技校免学费，还有助
学金。焊工等技术
工人实际工资收入
比出纳、护士都高。
技术工人的价值不

容忽视，这需要社会观念的转变。
除观念外，契合市场的功课

还要加强。记者从哈尔滨市人社
局获悉，哈尔滨市技能人才供给
仍有提升质量的空间。目前，各
职业院校在技能人才培养中存在
产教融合水平低、校企合作不深
入、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不匹配
情况。为此，该局积极引导技工
院校，结合产业发展科学调整设
置专业。

哈尔滨技师学院是哈尔滨市
大型公办的技工类院校，正在探
索丰富技术人才供给。近日，该
学院培训鉴定中心主任于雷介
绍：“我校将根据市场需求开设装
配式建筑、铝模等专业。”据了解，
该校学生毕业后，可拿双证。除
了毕业证，还持有中级工、高级工
等技能等级证书。持技能等级证
书进入企业，就可直接享受待遇，
省去岗前培训环节。

据哈尔滨市人社局职技处负
责人郑劼介绍，下一步，该局将针
对企业技能人才短缺采取系列措
施。大规模多层次开展职业技能
培训，促进就业重点群体培训后
尽快实现就业。深入实施哈尔滨
市去年出台的提高技术工人待遇
的具体措施，兑现技能人才待遇，
引导企业营造留住和用好技能人
才的良好环境。引导企业建立健
全符合技能人才特点的工资分配
制度，推动企业对技能人才建立
岗位价值、能力素养、业绩贡献等
为参考的岗位绩效工资分配机
制，合理评价技能要素贡献。推
动企业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
探索技能激励机制，合理确定技
能劳动者工资水平并实现合理增
长，从而增加企业对技术工人的
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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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工、装配工、起重工，
都缺！我们企业各类技术工
人缺近 50人。”哈尔滨哈锅锅
炉容器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有
关负责人日前告诉记者。据
了解，就焊工岗位而言，工资
市场价位是每天五六百元。
社会上的焊工“打快锤”，干完
活就结算。但该企业工资水
平是每天二三百元，所以出现
招焊工难。为此，该企业只能
外雇，也按市场价结算。但是
用工不稳定，影响业务发展。
起重工、装配工岗位需要体力
劳动。由于几年才能成才，很
少有技校开设该专业，社会上
有此技能的人也少。该企业
只能让老师傅带徒弟，有新员
工吃不了苦就离职。这两个
岗位同样有缺口。

“本来就难招，再加上流失
和在岗淘汰的员工，我们企业开

年就缺普工。”黑龙江哈北玻璃有限公司人
力资源部经理王丽波说。据介绍，该企业目
前缺20名普工。这些普工从事玻璃制造业
深加工，岗位自动化程度比较高。王丽波介
绍，各技校学机械自动化的学生很多被南方
企业订走，留给本地企业的毕业生就少了。
该企业普工有大专学历者，每月工资5000
元左右。该企业工资、环境不比南方企业
差，应届生入职会获得每月500元补助，即使
这样，技术工人还是有缺口。

同样，哈尔滨鑫华航空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人力资源部门工作人员表示，该企业
数控车床岗位缺50名员工。

记者从哈尔滨市人社局就业服务中
心获悉，近几年，哈尔滨市就业市场的技
术工人需求一直增加。尤其是2020年下半
年开始，各企业陆续恢复生产，推动用工需
求增加。年初至今，哈尔滨市就业市场技术
工人需求量增加30%左右。尤其是谷实生
物、博实自动化等市里确定的用工重点企
业，对车钳铆焊等岗位一直有招聘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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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用人单位技术
工人招不满的原因多样。据
负责招聘服务业务的哈尔滨
市人社局就业服务中心处长
李世和介绍，有的烘焙类企
业缺食品技师，但又希望招
大专毕业生，结果招不来，导
致储备干部缺少。有的制造
业企业缺焊工，因为聘用之
后又流失。有的企业交通不
便，远离公交地铁，通勤车发
车太早，供需双方谈不拢。
有的企业解决不了吃住，外
地的应聘者即使有资质也无
法录用。

面对企业缺工，哈尔滨
市人社部门在促进供需对
接上一直在努力。

为缓解企业技术工人
缺口，哈尔滨市人社局就业
服务中心建立了为企业服务
微信群，吸引 137家重点企

业进群，不定期推送招录大学生、下岗失业
人员等的各种惠企政策。比如发放社保补
贴方面，想方设法让企业享受政策，节约企
业用工成本，提高招聘岗位竞争力。组织用
人单位将招聘信息录入就业地图，全市九区
九县（市）的求职者登录即可查看。面对疫
情，今年1月至2月底，除日常招聘活动外，
该就业中心举办就业援助月、春风行动等专
项线上招聘活动60场，全市（含区县）参加企
业1290家，发布岗位5.7万个，其中有大量
技术工人岗位。

据介绍，未来该就业服务中心将继
续加大惠企政策宣传力度，让企业应享
尽享，从而可以用更高的工资吸引求职
者。在疫情防控政策允许的情况下，在
举办线上招聘同时，开展线下招聘，发挥
现场沟通高效的优势，推动供需有效对
接。今年，计划根据企业需求，有针对性
地举办专场招聘会，比如针对平房区 10
余家生产制造业企业，举办线上线下招
聘专场，目前已列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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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宝森摄

一名普工在玻璃生产线上打丁基胶一名普工在玻璃生产线上打丁基胶。。照片由受访企业提供照片由受访企业提供

工作人员直播带岗工作人员直播带岗。。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蒋国红蒋国红摄摄

□文/摄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邢汉夫

焊花飞溅、机器轰鸣……为贯
彻落实国务院相关要求，积极应对
严峻复杂的疫情形势，提升应急处
置能力，提前准备必要的临时救治
场所，3月22日，在哈尔滨市住建局
的组织下，共设计2000人床位的哈
市应急方舱医院哈南改建项目正
式启动建设。

该改建项目位于平房区哈南
国际开发开放总部大厦，目前室内
外施工已同步展开，预计 4月底前
交付使用。

“建设方舱医院并不是疫情严
重的信号，是基于当下感染者整体
症状比较轻，为了最大可能地释放
医疗资源，为此，国家要求各省都
要建方舱医院。”现场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此时的方舱医院和以前所
说的方舱医院功能、定位不同，以
收治轻型和无症状感染者为主，不
仅能完成对感染者的隔离与基本
医疗需求，还可以释放定点医院的
大量医疗资源。

据介绍，哈市应急方舱医院同
时配套建设 500人医务人员和 300
人后勤保障人员的工作和生活系
统，总建筑面积约7万平方米。

应急方舱医院开建

方舱医院样板间。

管道燃气设施。

薛志强为管控居民送快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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