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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黑龙江
日报全媒体记者邢
汉夫）记者从哈尔滨
市住建局获悉，哈尔
滨市将开工改造老
旧小区 1000 余万平
方米，严格核查老旧
小区改造主要材料
性能指标，强化项目
进场材料质量管理，
并强制要求施工单
位外保温材料不经
过二次复检不得上
墙，从源头上把控老
旧小区改造质量。

据介绍，今年老
旧小区改造项目分
为必改项目、业主选
择项目、增建运营项
目三大类。其中，必
改项目涉及房屋本
体、庭院道路、无障
碍设施、垃圾分类，
外挂线整理以及水、
电、气、热等基础配
套设施内容；业主选
择项目共 4 项，由业
主自行选择是否更
换室内自用设施设
备；增建运营项目共
9 项，根据老旧小区
客观条件，科学整合
利用公共空间和资
源，建设停车位以及
物业服务用房等经
营服务设施。老旧
小区改造工程坚持
整体改造，原则上 10
年内不再开挖施工。

今年哈市将坚
持解决和缓解停车
难问题，将在兼顾小
区绿化、休闲的情况

下，尽量增设停车泊位；具备条件的
小区，引入社会资本增设公共停车设
施。同时，合理规划小区庭院道路，
采取小区内部道路打通和周边市政
道路利用相结合的方式，保证消防、
医疗救护等应急车辆能够到达小区
内每栋建筑。此外，重点解决屋面渗
漏、冷屋子、吃水难、排水堵塞、黑楼
道、建筑立面残破等问题。

据了解，今年哈市把整体提升老
旧小区改造工程质量安全放在首位，
市老旧小区改造办公室成立四个巡
查督导组，会同各区加强对旧改项目
工程进度、组织管理及专项督查问题
解决落实情况的日常检查和巡查。
特别是针对保温材料方面，严格规定
旧改主要材料性能指标，强化项目进
场材料质量管理，对部分存在外墙保
温问题的楼体在外立面保温防护层
厚度、注胶粘接、锚固方式及上墙施
工程序等施工环节逐一做出了详细
规范，强制要求施工单位外保温材料
不经过二次复检不得上墙，从源头上
提升和把控老旧小区改造项目质量。

老旧小区改造现场。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蒋国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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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韩丽平）日前，
经过两年多的探索与挖掘，作为地方国有投资企
业——哈投集团引导基金已与几十家本地优质企
业对接，并建立长期联系，积极推进多个本地项目投
资尽调，涉及手术机器人、智慧城市、高端智慧农机
等领域。

据了解，为引导撬动社会资本投向哈市重点产
业，哈投集团与深圳民营资本合作成立了基金管理
公司，发起设立恒汇创富基金。在哈投集团大力推
进下，该基金已在基金业协会成功备案，总规模2亿
元。为加大对企业发展的资金支持力度，恒汇创富
基金依托我省农业、航空航天、高端制造、生物医药、
机器人制造等优势行业和特色领域，瞄准潜力赛道，
深挖优势项目，已对接了惠达科技、瀚邦医疗等一大
批省内优质企业，为企业发展助力。

此外，在助力企业上市上，该基金自成立以来紧
紧围绕我省推出的“紫丁香计划”，精准了解企业融
资需求，先后对接了派斯菲克、安天科技等一批省内
优质项目，并于去年成功投资某拟上市项目，为企业
上市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

据悉，今后哈投集团还将聚焦“专精特新”优质标
的，深度发掘数字经济潜力项目，大力扶持“紫丁香计
划”企业上市，为助力地方经济发展贡献哈投力量。

优质企业
吸引基金注入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邢汉夫）哈尔滨
市交通局实施“不见面、网上办、预约办”的审批服
务，最大限度减少人员流动接触，满足企业和群众的
业务办理需求。截至目前，累计网上受理办结案件
4418件。

“如果没有工作人员全流程帮办，我还不知道要
耽误到什么时候才能办完出租车继承权业务。”冰城
市民宋女士长期在香港生活工作，此次回哈继承出
租车经营权，但经营权许可证已经过期，需先办理经
营权延续才能继承。因宋女士着急返港工作，哈尔
滨市交通局及时为她开通绿色通道，将出租车经营
权延续、继承两项业务合并办理，同时帮她对接出
证、公证等部门。得知宋女士后续要将经营权转让，
工作人员又帮忙联系交易中心，让她最终顺利办理
完所有业务。

据了解，为方便市民办理业务，哈尔滨市交通局
在各审批窗口统筹安排专职人员，配优、配强咨询岗
位，确保咨询渠道高效畅通，精准指导各类审批事
项。同时，开展多渠道“不见面”服务，业务主要以

“网上办”“掌上办”“邮寄办”“预约办”“自助办”为
主，强化远程政务服务能力，优化办事服务体验。同
时，哈市交通局对外公布咨询电话，重点保证货运驾
驶员网上能办、网上办结。

为解决办事人不熟悉网上办理流程的难题，窗
口设置专人对操作困难的群众进行一对一指导，通
过微信、QQ等群众熟悉的方式为办事企业、群众提
供远程政策解答、流程指引、释疑解惑等优质便捷服
务，对于确实需要现场办理的申请人，实行“预约申
请、错时办理”制度，对急需办证的群众开辟绿色服
务通道并全流程提供帮办服务，遵循“特事特办、急
事急办”原则，竭尽所能提供便利和快捷。

“不见面”审批
办结4418件！

太阳岛风景区开园
记者从哈尔滨市太阳岛风景区获悉，5月12日

起，景区有序恢复对外开放。
据悉，景区每日开放时间为 8 时 30 分~17 时。

景区严格按照“限量、预约、错峰”要求，将游客接待
数量控制在最大承载量50%以下，并因地制宜控制
瞬时流量；市民、游客入园时需测温、验双码、戴口
罩、排队间隔一米以上距离，未佩戴口罩、体温异常
者将禁止入园。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澍摄

天
使
在
疫
线

别
样
护
士
节

春华夏阳，山河无恙。在这充满生机的五月，迎来了第111个国际护士节。一百多年前，“提灯女
神”南丁格尔率领志愿者冲上前线，救护伤兵；一百多年后，无数“南丁格尔”白衣执甲，逆行出征，在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疫”中，柔肩担重任，用实际行动践行了敬佑生命、救死扶伤。

“合上历史的封盖，‘提灯女神’虽然已经走远，但如今，‘提灯女神’的化身千千万万，南丁格尔的
爱心和责任心延绵不绝。”

5月12日，第111个国际护士节。在一次次抗击疫情的最前沿，在口罩和防护服的后面，人们看不见他们的样
子，却清晰记得摘下口罩后那一张张满是勒痕的脸庞；人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可以安心地说天使就在身边……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樊金钢 韩
丽平）5月 12日，哈尔滨市出台了《关于应对疫
情影响进一步支持市场主体健康发展的若干政
策措施》（以下简称《政策措施》），共提出七个方
面32条助企纾困举措。为了让市场主体应享尽
享快享助企纾困政策支持，哈尔滨市发改委就
本次《政策措施》做出解读。

据了解，本次《政策措施》出台，主要是充分
考虑哈市2月27日以来发生的本轮疫情防控难
度较大、持续时间较长，对各类市场主体特别是
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带来了很大
影响，市场主体短期内面临经营成本上升和营
业收入下降的“双重压力”，为此，哈尔滨市委市
政府决定在持续落实哈政规〔2021〕14号文件15

条惠企政策、哈政规〔2022〕4号文件 7条惠企政
策的基础上，结合当前疫情实际，出台本次《政
策措施》。

据悉，哈市将拿出 15亿元左右资金，在金
融、工业、消费等方面进一步加大助企纾困力
度。预计为全市各类市场主体减免税收40亿元
左右，减免、缓缴相关费用28亿元左右。

不仅如此，本次《政策措施》的覆盖面更广，将
三农、科技、体育、娱乐等行业纳入稳企稳岗贷款
担保支持范围；将中小微企业纳入电费缓缴范围
等，预计受益企业将超过60万户。此外，本次政
策兑现也更加便利。哈市首次明确所有实施细
则和申请指南统一在平台发布，进一步扩大“免
申即享”范围，努力让市场主体应享尽享快享。

预计减免税收40亿元，减免、缓缴相关费用28亿元

哈尔滨32条支持市场主体健康发展

冰城发布

天使的笑容天使的笑容。。

哈医大一院群力新冠重症监护室的护士们哈医大一院群力新冠重症监护室的护士们。。资料片资料片

我省援鄂医疗队凯旋我省援鄂医疗队凯旋。。

进入隔离区。
图片除资料片外均由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郭俊峰摄

哈尔滨市第一专哈尔滨市第一专
科医院精神科护士长科医院精神科护士长
张国英张国英。。 资料片资料片 采集核酸样本采集核酸样本。。

黑龙江省地质矿产局测绘院有限公司减资公告
经本公司股东会（出资人）决定：本公司注册资本从 2430000元减至 968760.56

元。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
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逾期不提出的
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2022年5月13日

我单位委托评价单位已编制完成鸡西机场改扩建工程配套设施（进场路）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书，现向公众征求意见，详见黑龙江新闻网http://www.hljnews.cn/jjny/
content/2022-05/10/content_612779.html。联系人：杜卫东，0467-2378187。

鸡西市机场改扩建项目工程指挥部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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垦区公安局绥化分局嘉荫派出所

专项整治严查货车违法

近日，国网建三江供电公司紧紧
围绕学习贯彻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
神，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组织开展

“解放思想、振兴发展”大宣讲活动，推
动党员干部能力作风的大提升，促进
各项工作的高质量完成。

该公司立足贯彻新发展理念、融
入新发展格局，通过集中学习、领导班
子宣讲、“互联网+学习”等形式，推动

学习全覆盖。公司每名班子成员包保
4-5个基层单位，下沉一线进行宣讲，
开展调研，为员工答疑解惑，解决生产
生活难题。

围绕如何解放思想、如何破解安全
生产难题等重点，组织党员干部进行专
题讨论，找准破解难题的着力点、发力
点，形成上下联动强素质、提能力、转作
风、干实事的良好局面。 （贺俊立）

5月10日上午，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
司鸡西工务段团委组织40余名团员青年在段五楼
会议室收看了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
周年大会直播。

直播结束后，团员青年们纷纷表示要牢记殷
殷嘱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充分发挥青年的
先锋模范作用，作为新时代铁路青年，要立足本职
岗位，在保障铁路安全生产、防汛抢险中展现出青
春奋斗者的姿态。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年好景在春
耕。近日，克山县税务局聚焦纳税人急
难愁盼问题，积极为纳税人办实事解难
题，先谋快动送政策、优服务，助力备春
耕生产。

服务于民，精准护航。克山县税务
局采取问需问难于涉农纳税人的务实

举措。税源管理部门认真梳理辖区内
农资农机商店现状，定向问需解答纳
税人的涉税难点问题，重点走访电子
税务局操作困难企业，了解涉农企业
实际需求，切实为纳税人办理涉税申
报、税款缴纳、减免税费等各类业务提
供政策支持，确保涉税需求解决在备

耕期。
智慧办税，按需施策。“这些年，克山

县税务局开设开通绿色办税通道，经常
对我们进行税收政策培训，让我们在办
税过程中少走了很多弯路。”克山县智慧
家庭农场法人说道，保春耕期间比较忙，
克山县税务局坚持“服务下沉”，通过“网

上办、预约办、自主办、邮寄送”，帮助企
业在备春耕期间能够安全高效便捷地完
成各项税费办理。

找点发力，靶向帮扶。克山县税务
局抽派业务骨干组建帮扶团队，围绕最
新涉农税收政策和办税缴费难点，“点对
点”梳理申报缴纳涉税事项流程，推送

“涉农税收优惠大礼包”，确保税收优惠
政策惠及到每个涉农纳税人，为备春耕
做好税惠保障。

（王俊妍）

为进一步规范货运车辆行车秩
序，严厉打击重中型货车、危化品运
输车等重点车辆交通违法行为，5月
11 日，垦区公安局绥化分局嘉荫派
出所强化工作措施，组织民警深入辖
区开展货运车辆专项整治，坚决防范
货运车辆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

民警结合辖区货运车辆出行特

点和规律，采取集中整治、错时整治
与常态工作相结合的勤务模式，严
格检查过往车辆超员、超载、超速、
疲劳驾驶、未悬挂警示标志、闯禁等
违法行为。对于危化品运输车辆存
在的违法行为坚持做到“发现一起，
查处一起”。

严格检查货运车辆和危化品车

辆驾驶员驾驶资质、押运资质及GPS
运行动态，有效预防和遏制发生道
路交通事故。

告知驾驶人货运车辆的特殊
性、违法行为的严重危害性及造成
交通事故的严重后果，以案说法，引
导货运车辆驾驶人自觉遵守交通法
律法规。

克山县税务局

精施策准帮扶惠企助耕
国网建三江供电公司

上下联动解难题开新局

鸡西工务段团员青年

看直播记嘱托爱岗敬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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