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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付宇）近期，“零食刺客”“雪糕
刺客”“水果刺客”等市场乱象受到广泛关注，为
进一步落实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明码标价和禁
止价格欺诈规定》，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营造
良好的消费环境，19日，省市场监管局发布关
于规范明码标价等行为的提醒告诫书。

告诫书要求各经营者要依法诚信经营，建
立和完善内部价格管理制度和纠错机制，及时
妥善处理价格纠纷；要严格实行明码标价，经营
者在销售、收购商品和提供服务过程中，应当依
法公开标示价格等信息，销售的商品应当标示
商品的品名、价格和计价单位，做到真实准确、
货签对位、标识醒目。同一品牌或种类的商品
因特征不同而实行不同价格的，应当针对不同
的价格分别标示品名。

不得有下列行为，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商
品，收取未予标明的费用；谎称商品和服务价格

为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使用欺骗性、误导
性的语言、文字、数字、图片或者视频等标示价
格以及其他价格信息；以低价诱骗消费者或者
其他经营者，以高价进行结算；通过虚假折价、
减价或者价格比较等方式销售商品；无正当理
由拒绝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价格承诺；不标示
或者显著弱化标示对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不
利的价格条件，诱骗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与
其进行交易；其他价格违法行为。

下一步，全省市场监管部门将加大市场价
格监督检查力度，对违反明码标价规定的，没
收违法所得并处 5000 元以下的罚款；对价格
欺诈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 5倍
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 5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性质恶劣、社会影响
较大的违法案件公开曝光，涉嫌犯罪的及时
移送司法机关。

我省发布告诫书规范明码标价等行为

本报讯（记者吴玉玺）近日，省生态环境厅
召开全省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调度会议，听取
各市地入河排污口排查溯源整治工作进展情
况，安排部署整治工作任务。

会议指出，全省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工作
已按照时间节点有序推进。目前，我省已经完
成全省入河排污口排查工作和全省入河排污口
溯源工作。下一阶段，各地将推进入河排污口
整治工作。

会议强调，各市地要按照“依法取缔一批、
清理合并一批、规范整治一批”要求，紧盯入河
排污口整治工作目标，制定时间表、路线图，挂
图作战，加大资金政策支持力度和人员保障，按
照实施方案要求完成整改，充分借助河湖长作
用，将每项工作任务落实落细落靠，确保8月底
前完成整治工作。省生态环境厅将于9月对各
地入河排污口整治工作随机抽查暗访，完成整
治工作“回头看”。

入河排污口整治8月底前完成

□柏长生 董丽影 本报记者 张晓琳

19日，在省纪委监委信访室门前。
来自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连环湖镇他拉

红村66岁村民王兆生红了眼圈：“土地是农民的
命根子，地邻纠纷五六年了，能跑的地方都跑了，
没有解决，我这心里一直憋憋屈屈的。”

烈日下他郑重打开“为民排忧，心系百姓”
的鲜红锦旗。工作人员接过锦旗，拉着王兆生
的手：“这大热天，您跑了500多里路来送锦旗，
太辛苦了。”

“巡视组帮我解决了大问题，这锦旗多远
我都要来送。”王兆生高兴地说。他告诉记者，
2017年开始，由于两根垄，闹起了地邻纠纷，这

事儿让他几年睡不着觉。
近期，省委第十巡视组到杜尔伯特蒙古族

自治县巡视。王兆生说：“我看到省委巡视公
告，觉着有希望了，就来反映问题。没想到这
么快就有结果了。”

巡视组信访组非常重视群众反映的急难
愁盼问题，将王兆生等相关信访事项，按程序
及时转交县委。县信访局与责任单位连环湖
镇政府，对2017年开始的王兆生和地邻的土地
纠纷进行深入分析，先后2次召开协调会，探讨
调解方案。连环湖镇政府对双方当事人进行
了现场调解，双方和解，并签订了书面协议。
王兆生非常满意：“没了堵心事，咱日子肯定会
越过越好。”

五年地邻纠纷一朝解决

本报讯（记者曲静）记者从省营商环境建
设监督局获悉，牡丹江市创新推出全省首个营
商环境数字监测平台，运用大数据手段，通过
多样化的数据分析，对标先进地区，及时发现
问题、督导解决问题，推动营商环境优化提升。

牡丹江市营商环境数字监测平台，集在线
填报、智能评价、对标对比、专项剖析、整改督
查、数据汇集为一体，形成可量化可分析可比
较的大数据平台。一是客观全面，指标体系动
态管理。二是分类采集，多维度开展调研评
价。三是闭环跟踪，监测督导相结合。四是数

据分析，国内横向可比。
目前，已开展对县（市）区营商局平台使用

讲解和系统填报问卷培训 2次，对“开办企业”
和“政务服务”两个指标开展了县（市）的试填
报工作。

以数据为依据，用事实说话。牡丹江市通
过营商环境数字监测平台探索出一条更加客
观地反映市场主体感受的优化营商环境新路
径，旨在推动形成全市上下联动、部门协同、公
众参与、统筹推进的营商环境工作格局，不断
促进全市营商环境整体优化。

牡丹江推出营商环境数字监测平台

□本报记者 王晓丹

他是中国水电装备研发领域的
领军人物，也是中国水电发展的见证
者、参与者和卓越贡献者；他带着“天
之骄子”的志向和豪迈扎根龙江三十
余载，为我国乃至世界能源装备行业
技术进步作出了突出贡献；他是矢志
不渝勇攀世界水电巅峰的战略科学
家，他以满腔热情和铁汉柔情眷恋着
龙江黑土地，他就是第十届“龙江楷
模”，哈电集团哈尔滨电机厂有限责
任公司副总工程师、哈电集团首席专
家覃大清。

从“三峡梦”到“水泵梦”，覃大清
带领他的团队攻克一个个世界难题，
而这一切都源于热爱。“这片土地没
有辜负我，我唯恐辜负了这片土地。”
覃大清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这份
热爱源于大学时就树立的理想——
去探索专业技术的源头，到专业最前

沿的地方，更好地为国家服务。大学
毕业后，覃大清毅然选择来到遥远深
邃的东北，在水力机械专业最前沿的
哈尔滨电机厂大电机研究所，开启了
他的人生梦想。

在同事眼中，覃大清是专业技术
水平高超的科研专家，也是学识渊博
的良师益友。毕业于哈尔滨工程大学
的博士王晓航谈到覃大清更是溢于言
表，“我到哈电从事科研工作，就是冲
着覃总来的。”同事的敬重、徒弟们的
爱戴，源自于覃大清的技术水平、科研
能力，更源自于他的人格魅力。

“感恩”是覃大清人生字典里的
主题词。他感恩父母将他养大成人；
感恩国家和母校当年将他培养成为
一名大学毕业生；感恩单位给他提供
充足的设备资源和生活保障；感恩龙
江这片沃土……每提及于此，覃大清
心中都有一股暖流。然而，对于妻子
和儿子，他深怀歉疚。覃大清正在哈

尔滨工业大学攻读博士的儿子，小时
候就曾在作文中埋怨：“爸爸的眼里
只有和科研有关的东西。”而如今，他
选择了父亲当年所学的专业。他在
研究生毕业致辞中说：“哈电覃总之
高远，难望项背，谆谆教诲，此生铭
记。”推崇父亲的同时，他抱定了科技
报国的理想。覃大清的妻子吴冬梅
表示，多年来，有过失落，有过怨言，

“但我知道他的脾气秉性，当得知他
在科研上取得突破时，我也为他感到
高兴，他干的是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
大事儿。”

覃大清热衷科研，也热爱生
活。坐飞机梦、滑雪梦、风电梦、海
洋梦……覃大清说，梦想是理想的
雏形，大梦想让人坚定、催人奋进，

小梦想富有情趣、使人生丰盈。
35年弹指一挥间，回首来路，诸

多往事历历在目：从广西跨越 3000
公里到黑龙江投身能源装备技术前
沿；从风华正茂的 20岁青年跨越数
十年成为行业技术领军人物；从编
制国家标准跨越到以首个召集人身
份编制国际标准，提升中国在国际
标准体系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从
回龙跨越到响水涧、丰宁、阳江；从
岩滩、三峡跨越到溪洛渡、向家坝、
白鹤滩，每一次跨越都是我国能源
装备技术发展的缩影，每一项成就
都是龙江的骄傲。黑龙江这片沃土
也回馈给覃大清以展示的舞台和梦
想的归宿，他在这里扬帆起航，也必
将行稳致远。

覃大清 中国水电追梦人

打赢能力作风建设攻坚战

□李莹莹 本报记者 潘宏宇

清晨一个个健身晨练的身影、篮
球场上小伙们流着汗你争我抢、羽毛
球划出美丽的弧线……双鸭山市四
方台区集贤文体广场的峻工，迎来周
边社区居民的欢笑声和点赞声。

作为连接社区的纽带，文体广场
为大家提供了休闲娱乐的公共空间，
也增强了彼此的邻里感情。

“过去我们想扭个秧歌、跳个广
场舞、搞个文艺演出都没地方，只能
楼前屋后找个空地凑合一下，影响居
民出行不说，空间太小音乐声大，干
扰居民正常生活。”刚刚退休的李大
姐说，大家太需要一个活动广场了。

集贤街道办所辖几个社区地处
老矿区，找不到一块面积较大的空地
建广场，这成了多年来困扰办事处和
周边居民的难题。

年初以来，双鸭山市四方台区结

合机关“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聚焦
群众“急难愁盼”，持续下大力气办好
民生实事，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面对居民诉求，四方台区委区政
府将推进集贤街道文化活动广场建
设作为“能力作风建设年”区级攻坚
破难 11个项目之一，彻底解决群众
没有文体活动场地的问题。

集贤街道办和相关部门经过多
次实地调研、征求群众意见，遵循“统
筹规划、整合资源、因地制宜、务求实
效”的原则，决定利用办事处办公楼
前的场地建设文体广场。但此处面
积偏小，无法建设大面积广场，办事
处想到东侧毗邻的集贤煤矿职工活
动中心前的空地，可以连接起来扩大
场地规模。经过协商，集贤煤矿不但
同意使用门前空地还出资 10万元，
按照统一标准改建职工活动中心场
地，与办事处建设场地同时施工、无
缝对接，使文体广场面积增加到

1400平方米。
在施工过程中，原场地有几棵

30多年树龄的大树横在其中，影响
了工程进度。为不耽误工期，四方台
区住建局、区执法局、区林业站等相
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共同制定了解
决方案，第一时间帮助施工方办理相
关手续，先将大树移走，工程竣工后
再移植回到广场四周，既保证了绿化
也方便居民纳凉。

经过两个多月施工，集贤文体广
场于近期建成完工。该广场建有篮
球场地1处、羽毛球场地2处、轮滑广
场 1处及配套的排水系统和照明设
施。集贤街道办还出资2万余元，新
建宣传栏，栽种了花草，美化广场环
境。

文体广场建成后集贤街道办举
行了首届“庆七一”社区文艺汇演，百
姓自发组织了秧歌、太极拳、健身操
表演。文体广场建好后，70多岁的
王大爷每天都要坚持半小时锻炼，累
了就坐在长椅上歇歇脚，他对广场的
建设由衷点赞。

“以前只能在家附近的街巷散散
步，现在小广场干净宽敞，有了休闲
场所，活动空间宽敞了很多，生活品
质也提高了。”居民刘晓玲说。

四方台区通过“能力作风建设
年”活动和“三航行动”全面梳理查找
攻坚的难点问题，靶向出击、精准发
力，推动攻坚破难走深走实。一件件
民生难点痛点被解决，一片片“旧面
貌”变成“新容颜”。

文体广场俩月完工 娱乐健身不再局促

□陈经宇
本报记者 刘楠 赵吉会

日常生活中，如果有人突然手
脚不听使唤，甚至出现昏迷情况，可
能就是得了凶险的脑卒中。有人突
发脑卒中后，因缺乏相关知识、耽误
送医，错过施救黄金时间，导致令人
惋惜的后果发生。

近日，大庆市卒中急救地图正
式发布，为脑卒中患者及时送医提
供了方便。

什么是脑卒中？
脑卒中是一种具有高发病率、

高死亡率和高致残率特点的突发疾
病，已成为我国众多居民死亡的主
要原因，也是造成成年人残疾的首

要原因。大庆市卫健委副主任关文
江说，卒中知晓率低、院前急救不到
位、急救流程不规范是导致卒中患
者无法得到及时治疗的主要原因。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脑卒中
患者一旦发病，如果在4.5小时内对
其进行溶栓治疗，就能有效降低死
亡率和致残率。经过近 3年准备、
筹划和试点应用，大庆近日正式发
布了卒中急救地图。

卒中急救地图致力于打造“1
小时黄金时间救治圈”，实现“3个1
小时”，即发病到呼救不超过 1 小
时、院前转运不超过1小时、入院到
给药不超过 1小时的急救时间窗，
快速响应快速救治，保障患者救治
效果。目前，大庆已有 9家医院和

120 急救中心加入了卒中急救地
图。

大庆市卒中质控中心主任刘江
华介绍，近日进行了全市相关病例
汇报，通过对大庆市几家大型医院
每月溶栓患者的统计发现，每个月
几乎都有近30例的溶栓患者。

刘江华说，卒中的发病目前来
看没有明显的季节性和年龄差异。
急救地图的发布，提高了患者的生
存几率和生活质量。

急救地图是一种科学的救治体
系，有了急救地图，患者发病后，在
拨打 120时就得到初步判断是不是
脑卒中，随后将被送往距离最近的
可以溶栓的医院抢救，从而避免转
运不及时耽误救治时间。

刘江华介绍，3 小时内的脑细
胞成活率是最高的，因此脑卒中救
治应该遵循 Fast（快速）原则：F 是
face，也就是面部表情，如果嘴歪了，
提示需要及时就诊；A是 arm，代表
肢体，如果上肢抬起时没有力量，需
要及时就诊；s是 speech，代表语言，
如果口齿不清，就需要及时拨打
120，t也就是 time的意思，说明及时
非常关键。

卒中急救地图综合了具有救治
急性卒中能力的医院、卒中中心等
医疗资源，逐步将以患者为中心的
区域一体化卒中救治网络发展遍布
全市，急救人员可以及时将卒中患
者送至最近的具备溶栓或有血管
内治疗能力的医院。

发布卒中急救地图

大庆打造“1小时黄金急救圈”

本报讯（郑文超 陈一博 记者马一梅 李健）一袭汉服舞动山水之间，弯曲栈道掩映原始森林之
中，潺潺溪流清澈见底……时下，走进柴河林业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柴河局）威虎山九寨景区，挺拔
的情侣峰，从天而降的飞瀑，游客漫步于林间栈道，时而拍照留念，时而驻足流连，兴趣盎然。

进入暑期，威虎山水上乐园迎来了狂欢季，徜徉在清爽的造浪池内，阳光与森林山泉做伴，感受
夏日的独特魅力。在水上乐园嬉戏过后，到二道河漂流是游客的不二选择。漂流河段全长8公里，河
道急缓适当，两岸自然风光浑然天成。

多年的建设开发，威虎山景区已形成了以威虎山九寨为龙头，兼顾森林观光、水上乐园、莲花湖
游船、威虎山漂流的旅游品牌。推动旅游与文化、影视、休闲娱乐、研学交流、养生养老、体育健身、互
联网的深度融合，让自然山水活起来、动起来，打造柴河林区旅游文化产业新业态。

本报记者 李健摄

本报20日讯（记者杨桂华）20日下午，黑龙
江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第六届理事会第一次
会议在哈尔滨市召开。黑龙江省委常委、副省
长王一新，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林松添
出席会议并分别致辞。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外
事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省对外友协会长吴
文革主持会议并作工作报告，总结省对外友协
理事会换届以来工作，安排部署下一阶段重点
工作。

王一新指出，近年来，省对外友协坚持以
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民间外交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
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充分发挥民间对外交往
的资源和优势，开辟交往渠道，搭建合作平台，打
造品牌活动，举办了庆祝《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
约》签署20周年交流会、“牵手友城、相约冬奥”等
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民间对外友好交流活动，取得

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为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和龙江
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王一新强调，此次会议正值全省上下深入
学习贯彻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的重要时期，
省对外友协要研究谋划好下一阶段工作，对开
创我省民间对外交往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
要提高政治站位，践行初心使命。始终坚持党
的领导，强化政治引领，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
党和国家对外方针政策，牢牢把握民间对外友好
事业发展的正确方向。胸怀“两个大局”，牢记

“国之大者”，积极践行友协工作宗旨，立足龙江
实际，开展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民间对外友
好工作，为党和国家对外工作大局、龙江全面振
兴全方位振兴贡献更大力量。

会议增补了第六届理事会专职副会长和
理事成员。

黑龙江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第六届
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在哈尔滨市召开

王一新林松添出席并致辞

本报讯（记者曲静）近日，省预制菜产业联
盟成立。该联盟依托省食品冷链物流协会，以
我省预制菜冷链物流骨干企业为主体，将充分
发挥我省冷链物流及食品产业优势。

记者从黑龙江省食品冷链物流协会了解
到，预制菜，是指以农、畜、禽、水产品为原料，配
以辅料，经预加工而成的成品或半成品。预制
菜产品分为四种类型，通过需要加工的程度多
少可分为即食食品、即热食品、即烹食品、即配
食品四类。厂商通过中央厨房提前把菜加工
好，然后再通过冷链物流进行运输售卖。

省预制菜产业联盟成立后，将大力培育核
心企业和重点产区；促进资源要素向链主企业
集聚；加强科技引领和人才培育；充分采用现代
销售模式，加速品牌传播；积极扩展连锁门店，
标准化生产实现规模化；大力推行和运用冷链
物流技术驱动预制菜市场发展。

省预制菜产业联盟在运作模式上将进行深

度的产业合作。通过合作机制，从预制菜种植、
养殖到加工销售，再到餐饮厨房形成完整的产
业链；生产端和销售端有效对接。联盟生产企
业与餐饮企业、大型商超及商业网点形成稳定
的供销关系，定向生产，定向销售，保质保量。
生产企业与广大消费者形成相互信赖关系，通
过过硬的质量、良好的服务，建立稳定的消费群
体。

2021年，我国预制菜市场规模预估为 3459
亿元。随着消费升级以及冷链物流布局，之后
将以 20%的增长率逐年上升，2023年我国预制
菜规模约为5165亿元，远期预测预制菜市场规
模有望超3万亿元。

我省是农业大省，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和
肥沃的黑土地资源，给肉类、蔬菜、粮食生产赋
予特有的品质和价值。作为国家绿色安全屏
障，我省特色农业的发展优势十分突出，预制菜
产业发展前景更加广阔。

省预制菜产业联盟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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