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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入企业 129 家 提供岗位 3862 个

哈尔滨民营企业专项招聘活动落幕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徐佳
倩）日前，哈尔滨市人社局联合市工商联、
总工会、教育局、退役军人事务局等部门
举办以“汇聚人才助民企职等你来，精准
服务促发展就业同行”为主题的招聘活
动，征集录入企业 129 家，提供就业岗位

3862 个，成功搭建劳动者求职和用人单位
招聘高效对接通道。
此次招聘采取线上、线下同步进行，
重点强化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民工
等重点群体就业服务，促进人力资源供需
匹配，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吸纳就业主渠道

作用。
线”、
“ 哈就业”抖音直播带岗、零工平台
结合疫情防控要求，线下招聘采取挂 “来活儿”微信小程序，开展现场直播送岗
单形式，设置招聘区、就业创业政策宣传 活动，实现足不出户在线选职、择岗。
“哈
区、融 媒 体 招 聘 宣 传 区、培 训 机 构 推 介 就业”抖音直播带岗、
“ 王科长热线”互动
区。线上招聘以就业地图大数据、链接工 人数达 5500 余人次，就业地图点击量突破
商 联 网 站 为 活 动 主 线 ，设 置“ 王 科 长 热 2.8 万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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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
“伊春生态日”启幕
本报 23 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
体记者贾红路）小兴安岭的初夏，杜
鹃花香，松涛阵阵。23 日，首届“伊
春生态日”在青山环绕的伊春森工上
甘岭林业局公司溪水林场分公司盛
装启幕。
伊春因林而生、
因林而兴，
小兴安
岭纵贯全境，
是全国重点国有林区、
国
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享有
“祖国林都”
“红松故乡”
“天然氧吧”的美誉，维护
国家生态安全战略地位重要。坚定走
好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之路，
伊春森林
蓄积年均净增 1000 万立方米以上，
森
林和湿地资产总价值十年间增加了

3400 亿元，
成为东北地区唯一实现全
域创建
“中国天然氧吧”的地级城市。
2021 年 12 月，
伊春市将每年 5 月 23 日
设立为
“伊春生态日”
。
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植
树造林模范张英善和伊春籍冬奥冠
军、伊春冰雪旅游形象大使高亭宇在
现场向全国全网发出共同护美绿水
青山，舞动冰天雪地，做大金山银山
的倡议。伊春市的小朋友与浙江省
安吉县的小朋友视频互动，分别种下
两地的代表树种：红松与白茶，象征
着共同守护绿水青山，共同建设美丽
中国的愿景代代传承。

黑河召开招商引资大会

加快把比较优势转化为产业项目
本报 23 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
体记者邵晶岩）22 日至 23 日，黑河市
召开招商引资大会暨招商项目北安
现场推进会，对全市招商引资工作进
行再动员再部署再推进。
黑河市委市政府部署了 2022 年
招商引资及
“招商引资季”工作任务，
要求各区块牢固树立
“抓招商就是抓
发展，谋项目就是谋未来”的理念，以
招商引资工作新成效展现能力作风
新变化。要紧扣我省的发展导向、自

身的比较优势、企业的投资期待和应
有的标准要求来谋划，争取更多项目
纳入省和国家规划计划，加快把黑河
的各方面比较优势，转化为符合国家
和省产业政策导向、符合黑河市实际
的产业项目。学会换位思考，多站在
企业角度想问题，切实把项目谋实谋
细。要用好“四大经济发展新引擎”
政策措施，以数字技术、生物技术等
赋能传统优势产业项目，帮助其提高
质量、扩大规模、再上档次。

哈尔滨市废止
楼市区域性限售政策
取得不动产权证即可上市交易

让 黑 土 地 年轻 起 来
保护黑土地的“龙江模式”

□文/摄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周静 李天池
根据《黑龙江省黑土地保护利用条
例》，每年 5 月 25 日所在周为黑龙江省黑
土地保护周。23 日是今年黑土地保护
周的第一天，根据省农业农村厅调度数
据，截至当日，全省已完成保护性耕作面
积 2045 万亩，完成今年计划的 80%。
经过近年来的实践探索，我省形成
了以秸秆粉碎翻埋还田、碎混还田、免
（少）耕秸秆覆盖为主要技术类型的黑土
地保护“龙江模式”。尤其是国家实施
《东北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动计划》以
来，我省认真总结近年来的实践经验成
果，不断完善技术模式，玉米保护性耕作
形成了秸秆覆盖还田免耕播种、秸秆覆
盖还田条带少耕播种、秸秆归行覆盖还
田免耕播种三种主要技术模式；大豆保
护性耕作形成了秸秆覆盖还田结合深松
免耕播种的技术模式，稳步扩大保护性
耕作实施范围。
为高标准完成保护性耕作任务，我
省已将保护性耕作任务纳入年度各市
（地）政府落实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黑
龙江省黑土耕地保护三年行动计划、黑
土耕地保护利用
“田长制”责任目标考核
内容，推动保护性耕作纳入各级政府重

点工作事项；明确了各县（市、区）农业农
村部门对当地保护性耕作工作负总责，
将保护性耕作任务落实到具体责任人，
形成了责任到人、上下联动的工作推进
机制，为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目标夯实
了组织保障。
去年秋季，我省确定 2022 年保护性
耕作面积 2550 万亩的目标，并布置落实
了保护性耕作地块，
合理安排免耕播种与
秸秆翻埋秋季作业面积。制定印发了《黑
龙江省 2022 年黑土地保护性耕作实施方
案》，
并将任务面积分解到各县（市、区）。
为了调动农民参与保护性耕作的积
极性，
我省按国家要求，
增加了补助分档。
今年玉米茬保护性耕作共分三档。第一档
为秸秆少量覆盖，
地表播种前秸秆覆盖率
在 30%以内，春季免（少）耕播种，补助 20
元/亩；
第二档为秸秆部分覆盖，
地表播种
前秸秆覆盖率在30%（含）~60%之间，
补助
35元/亩；
第三档为秸秆大量覆盖，
地表播
种前秸秆覆盖率在 60%（含）以上，
补助60
元/亩。对于大豆茬保护性耕作，补助 30
元/亩。支持政策进一步完善，
提高了农
民实施的积极性。
年初以来，全省还加快组织机具检
修进度，较上年新增 4784 台免耕播种
机，共有 34363 台。
广袤无垠的黑土地。

鱼儿回家

12 万尾鱼苗放流松花江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孟薇薇）近日，
黑龙江野鲤、
草鱼、
大白鱼、
鲢鱼四类近12万尾鱼苗，
在佳木斯市渔港码头新近
投入使用的放流台处被放流到松花江。
佳木斯市农业农村局渔业渔政管理局工作人员介绍，江
河水域与水生生物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要保
护好这个生态系统，让日趋减少的鱼类资源得到有效恢复
和增殖，就要按照国家渔政部门的规定，科学放生。此次开
展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社会公益性活动，目的就是保护松花
江母亲河水域生态，维护水生生物多样性，促进和谐发展，
造福子孙后代。

我省现有耕地面积 2.579 亿亩，其中典型黑土耕地面积 1.56 亿亩，
占东北典型黑土区耕地面积的 56.1%。
目前，全省耕地质量平均等级 3.46 等，高出东北黑土区 0.13 个等
级；土壤有机质平均含量 36.2 克/千克；秸秆翻埋和深松整地地块耕层厚
度平均达到 30 厘米以上。
2021 年，全省粮食总产量 1573.54 亿斤，比上年增
加 65.34 亿斤。
2021 年，实际建成黑土高标准农田 1024.55 万亩，
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 9141.05 万亩。
2019 年、2020 年连续两年获国务院督查激励表彰。
全省累计装备 100 马力以上大型拖拉机 8.7 万台。
落实保护性耕作面积 2310 万亩，超额完成国家任

3 万斤鱼苗镜泊湖“安家”

图片由受访单位提供

捕羊猎牛 东宁频现东北虎
作人员立即前往现场，通过现场遗留足迹
测量，掌垫宽约 10.3 厘米。工作人员在现
场附近找到了幼牛尸体残余物，证实幼牛
遭遇了一只未成年雄性野生东北虎猎捕。
稍早前的 20 日，有大肚川镇向阳村
老八队养牛户报告，一头成年黄牛被大型
野生动物猎捕。养牛户称，丢失黄牛体重
500 余公斤。当日，经林草局工作人员现
场勘验，发现有黄牛被袭击的遗留痕迹，
但未发现黄牛尸体，现场遗留有掌垫宽约
10.3 厘米的东北虎足迹。
21 日，大肚川镇有人报告，在神洞村
距居民区 100 米的地方有山羊遭遇大型
野生动物袭击死亡。经林草局工作人员

访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铭

2021 年全省实际落实粮食作物面
积 达 到 21826.95 万 亩 ，占 全 国 的
12.37% ，超 额 完 成 国 家 下 达 的
21690 万亩目标任务。

本报讯（赵虎影 徐觅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
者刘晓云）22 日 4 时许，一尾尾活蹦乱跳的鱼苗打
破了南湖岫码头湖面的宁静。当天，镜泊湖 2022
年鱼苗投放工作正式启动，3 万斤鱼苗在镜泊湖顺
利“安家”。
镜泊湖自然天成、水质清冽，出产鱼类 60 余
种，味道鲜美。其中，只有鲢、鳙（花鲢）两种鱼产
漂流性卵在镜泊湖不能自然繁殖，所以每年都需
要人工投放不同规格鲢、鳙鱼苗。由于此次镜泊
湖投放的鱼苗规模大、量大，牡丹江市公安局镜
泊湖分局当天抽调警力，与牡丹江市农业农村局
渔政执法人员共同对投放工作进行全程监督。

现场勘查，一只雌性山羊颈部有贯穿性
咬痕。通过现场遗留足迹测量，其掌垫
宽约 10.3 厘米，为未成年雄性野生东北
虎足迹。
通过这几次监测到的野生东北虎活
动轨迹及足迹，工作人员判断其疑似为同
一只野生东北虎。东宁市林草局已向大
肚川镇政府、道河镇政府、东宁镇政府发
布了预警信息，提醒各村屯民众非必要不
入山，必要生产活动要做好防范措施。林
草局要求各林场加大清山清套力度，确保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野生动物安全。
工作人员测量野生东北虎足印。
图片由东宁市林草局提供

场形势的变化，
《通知》已完成其阶
段性调控使命，继续实施区域性限
售将导致一部分购房者购买的商品
房无法上市交易，抑制了改善性购
房需求的释放，不利于哈市房地产
市场发展的需要。同时，
《通知》规
定的其他调控政策已于 2021 年，由
哈尔滨市住建局、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市财政局等 9 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和建筑业平
稳健康发展措施的通知》
（哈住建发
〔2021〕267 号）中作出了调整，因此，
根据哈尔滨市房地产市场的实际状
况，将《通知》予以废止。
《通知》废止
后，购房人完成不动产权属登记，取
得不动产权证即可上市交易。

让居民安心的
“城市摆渡人”

务。

投放镜泊湖的鳙鱼（花鲢春片）苗。

本报讯（张蕾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
者张长虹）近日，东宁市接连发生 3 起东
北虎袭击家畜事件。与此同时，东宁市林
草局也监测到了东北虎活动足迹。
23 日早，有群众报告，在东宁镇暖泉
二村沿河屯发现大型野生动物足迹。东
宁市林草局工作人员迅速前往现场调查
勘验，发现遗留足迹为一只野生未成年
雄性东北虎，其前掌垫宽约 10.3 厘米，后
掌垫宽 9 厘米，曾在沿河屯养羊户羊圈
附近活动。
23 日上午，东宁市林草局又接到通沟
村村民报告，称在通沟村蜂蜜砬子放牛户
的一头 150 斤左右幼牛丢失。林草局工

本报 23 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
体记者邢汉夫）23 日，哈尔滨市人民
政府办公厅发布通知，经哈尔滨市
政府同意，废止《哈尔滨市人民政府
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
调控工作的通知》
（哈政办规〔2018〕
12 号）。
2018 年，哈尔滨市印发了《关于
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的
通知》
（哈政办规〔2018〕12 号）
（以下
简称《通知》），从有针对性地加强土
地供应、实行区域性限售政策、提高
公积金贷款条件、严格执行差别化
的住房信贷政策、强化房地产市场
监管 5 个方面推进哈尔滨市房地产
市场调控工作。随着哈市房地产市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王彦
他是快递行业中的
“逆行者”，
疫情期间为辖区居民搭建
“生活绿
色通道”，并多次冲到一线为百姓
运送捐赠物资。
他是杨铭，全国青联委员，黑
龙江航瑞道路运输代理有限公司
中通快递网点快递员。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这份荣
誉不应属于我个人，它代表的是服
务于民的精神，属于快递行业全体
基层小哥。
”杨铭说。
杨铭是网点负责人，管辖二十
多家驿站，日收派量超过 5000 件，
服务二十多个小区。由于居民大
多是老年人，他和同事服务上门，
常常从早忙到晚。
新冠疫情发生后，共青团黑龙
江省委组织省直机关青年突击队，
杨铭自告奋勇，带领在哈尔滨的二
十多位同事第一时间报名，并组建
了
“快递青年志愿服务突击队”，为
所辖片区居民搭建生活物资配送
绿色通道。
疫情初期，防疫物资紧缺，团
省委和省邮政管理局为快递小哥
捐赠了一百多万只防护口罩和其
他防疫用品。杨铭协调上级转运

中心共同义务承运了此批物资。
疫情严峻缺少人手，杨铭便一个人
开车跑遍哈尔滨市内运送、搬运物
资。
他白天运物资，晚上到社区防
疫卡点参与执勤。就这样，默默坚
守在防疫一线五十余天。为此，杨
铭荣获
“全国交通运输系统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称号。
2021 年 7 月，河南发生水灾，
黑龙江各界爱心人士捐赠物资
八十余吨。为保证救灾物资能
安全快速运抵灾区，杨铭协调哈
尔滨市快递协会以及中通快递
黑龙江管理中心，共同义务承运
这批物资。
2021 年 11 月，黑河市出现疫
情，团省委组织捐赠防疫物资二十
余吨，
杨铭再次请战配送。
发车当天，从哈尔滨到黑河全
程大雾，高速公路的休息区也因疫
情全部封闭。杨铭和司机饿了吃
口面包，渴了喝点提神的饮料，34
小时无眠无休，终于顺利将物资送
达，并带车安全返回哈尔滨。
2022 年 3 月末，杨铭又一次押
送 16.5 米长的厢式挂车，往返十余
小时将 20 吨防疫物资送到尚志防
疫指挥部。
除了服务辖区居民，杨铭还十
分热衷公益事业。他不但资助贫
困学生，还在疫情期间降低利润保
供保畅。近两年，杨铭不但为公益
减免快递费用四五万元，还积极为
众多下沉一线的驻村书记助力特
色农产品出村进城贡献自己的力
量。
“ 实话说，我不是什么有钱人，
但是，我觉得，把钱花在公益事业，
值得。
”他说。
他还申请加入了成立黑龙江
省快递工会联合会的筹备组。在
更广阔的平台，杨铭致力于寻求路
径，推动将快递员群体权益保障制
度化、规范化。他希望为行业和社
会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 一定要担
负起青联委员的责任和使命，做好
青年表率。
”杨铭说。
杨铭在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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