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以来，海林市公安局横道河子派
出所以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履职尽责，
在化解矛盾纠纷、景点景区护游、优化营
商环境等方面交出优异答卷。

横道河子派出所立足在解决问题中
提升能力、在化解矛盾中增长才干、在攻
坚克难中推进工作。以全省公安机关“核
心使命-2022”系列战役作为抓手，不断强
化措施、深挖线索，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

罪，全力维护辖区稳定和谐，累计行政处
罚 30余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2人，化解
群众矛盾纠纷百余件，

横道河子小镇拥有优质旅游资源，文
化底蕴丰厚，横道河子派出所针对辖区景

点多、游客多的特点，联合横道河子镇区
域林业、铁路、高速交警等5家单位制定了

“联勤双联动”警务工作模式，切实提高了
警务工作效率，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
不断提升。

横道河子派出所与辖区企事业单位、
旅游景区建立定期联系机制，为辖区企事
业单位、景区工作人员开展包括消防演
练、反恐演练、应急情况处置等针对性培
训。完善治安重点单位档案，制定重点部
位安保工作责任制度，明确安保主体及其
责任人，定期排查各类涉企矛盾纠纷，及
时发现整改各类治安隐患，切实做好源头
管控工作，确保企业稳定发展。

禁毒“清源断流”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七
台河市新兴区以全力防控化解涉毒风险隐
患为重点，深入推进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

强化底线思维，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风险
攻坚战。深入推进吸毒人员“平安关爱”行
动，不断强化落实吸毒人员管控。全力规范

易制毒化学品管理。
强化数字化转型，严厉打击违法犯罪活

动。坚持情报引领，切实发挥数据赋能实战效
能，结合在侦重点案件进行深挖扩线。

强化实战引领，推进禁毒服务能力建
设。创新易制毒化学品管控的新经验、新
办法，构筑全市人民群防群治。

强化正风肃纪，着力锻造忠诚担当公安
队伍。组织民警通过网上法律学校、典型案例
学习等形式，提高自身素质，提升办案能力。

连日来，第十三管理区充分利用晴好天
气，积极组织种植户提早对农机具进行设备维
修保养，为秋收工作稳步开展做好充足准备。

今年，五九七农场有限公司科学分析
秋收生产形势，本着“早安排、早落实、早
行动”的原则，对收获机车进行了秋收备

战前的安全“体检”，避免机车“带病”作业
影响秋收进度。15个管理区成立农机检

修领导小组，逐台机械进行检查。对在检
修过程中及今后作业所需零配件和主油、

副油等需求，农机检修领导组进行协调储
备。针对新进大型机械增加的实际情况，
组织开展农机人员进行培训。安全教育
率达 100%。全力备战秋收工作，加快推
进“善治红兴隆 和谐五九七”目标实现。

（李士会 王培裴）

海林市公安局横道河子派出所

全力守护辖区平安稳定

七台河市新兴区

强化防控化解涉毒隐患

五九七农场有限公司

抢修农机具提前备秋收

自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开展以来，林口
县公安局依托“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充
分发挥公安机关在助力经济发展、优化营
商环境，通过“三事”“四度”举措，确保优
化营商环境工作走实走深、落地见效。

在力行“三心三事”中展现过硬担
当。一是精心谋事。把优化营商环境建
设作为“一把手”工程，充分发挥“头雁效
应”，在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间维护良好
的营商环境。二是用心干事。坚决抵制

“官本位”思想，彻底转变错误观念，真正
树立起“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个个都是开
放形象”的正确理念，全力争时间、抢速
度。三是专心成事。推出更多利民举
措，带着感情、带着温度，倾听企业和群
众诉求。

在保持“四心四度”中夯实法治基
础。一是秉持一颗“公心”，把握好执法的

“纯度”。坚持“一把尺子”标准、“一碗水
端平”，让群众在每一次执法活动、每一次
案件办理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二是怀揣
一颗“爱心”，把握好执法的“温度”。严格

落实依法审慎使用羁押性强制措施和财
产性侦查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刑事执法对
企业生产经营造成的负面影响。三是保
持一颗“同心”，把握好执法的“速度”。站
在企业群众的角度换位思考，感同身受地
解决问题。四是坚定一颗“决心”，把握好
执法的“力度”。严厉打击合同诈骗、损害
商业信誉等侵害企业的违法犯罪。坚决
落实“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排除办案
干扰，保持办案力度。

“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开展以来，海
林市公安局监管大队以深入推进公安监
所规范化管理为重点，以建立健全各项规
章制度为基础，以抓实日常管理教育为载
体，全力做好安全监管、服务大局、疫情防
控、队伍建设等各项工作，全面提升公安
监所安全规范文明管理水平。

该大队始终以高标准、严要求推进
“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查找工作差距，

落实相关举措，严格贯彻落实各项规章制
度。在日常工作中紧紧围绕在所人员权
益保障、行为规范、内务卫生等方面扎实
开展工作，严格落实监所安全稳定“第一
责任”，认真谋划监所防疫工作措施，不断

优化改进收押工作程序和方式，积极服务
刑事诉讼和行政执法工作，取得了疫情防
控和监管安全的双胜利。

结合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办案单位
意见建议，认真开展查摆剖析，针对较突

出的问题，建立了监管队伍能力作风建设
长效机制，牢固树立忠诚、为民、公正、廉
洁的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同时，开展以

“转变思想作风、转变服务意识、转变角色
定位”为内容的三转变活动，整改治理公
安监所执法和管理活动中存在的问题，进
一步规范监所执法管理工作，切实提升执
法水平和工作效率，锻造出了一支忠诚、
干净、担当的过硬公安监管队伍。

林口县公安局

创新举措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海林市公安局监管大队

强作风提效率规范管理监所

入夏以来，不少群众喜欢到河道、水
库、池塘边游泳消暑，殊不知该行为存在
诸多安全隐患。穆棱市公安局针对暑期
各地溺水警情频发形势，结合夏季治安打
击整治“百日行动”，狠抓防溺水工作，强
化隐患排查、应急处置、宣传教育，全方位
构筑水上安全屏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
命安全。

巡控排险筑牢生命“安全堤”。会同乡

镇（街道）等基层组织，对穆棱河沿岸、穆棱
镇奋斗水库等重点水域开展拉网式排查整
治，设置警示标识，安装必要的物防、技防设
备。目前，组织巡河、巡湖60余次，悬挂防
溺水宣传条幅17幅，教育劝导120余人。

实战演练增强处置“超能力”。联合
消防、卫健等部门，积极开展水上应急演
练，从完善溺水事故处置预案、健全联防
联动工作机制、保障供给救援物资、提升
公安实战处置能力等方面，全面强化水上

安全保障。目前，已开展应急演练3次。
宣传防范配好安全“救生圈”。坚持

“网上+网下”“流动+定点”，扎实开展暑
期水上安全防范科普宣传，增强群众防溺
水意识，提高自防自救能力。同时，通过

“警民服务群”提醒家长，加强对未成年人
的教育和监管，切实避免溺水事件发生。
截至目前，张贴宣传海报210余份、发放宣
传单2400余份，发布预防信息5400余条。

穆棱市公安局

三招筑牢暑期防溺安全堤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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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0日，哈尔滨市香坊公安分局
安埠街派出所值班民警任世儒、李源松接
到辖区安埠商厦商户李女士求助，称自己
有一单生意，对方已收货近一周，但迟迟
没打货款，电话中李女士非常着急，因害
怕遇到诈骗遂向公安机关求助。

经了解，李女士在安埠商厦经营
窗帘与床上用品，对账时发现有一单
生意还没收到货款，这一单货物价值
6000余元，多次尝试联系对方，但一直
无法接通，只好到派出所求助。民警
了解情况之后，立即展开调查，经过视
频侦查，大数据分析最终联系上收货

人，收货人称自己5天前就收到了货，
一直忘记汇款的事，会尽快汇款给商
家。

在民警的催促下，当天下午李
女士收到汇款。李女士激动地表示，
没想到民警这么快就把货款追了回
来，回去一定做个锦旗。民警任世儒
婉拒了李女士的好意：“千万不要破
费，民警就是为人民服务的，这是我
们应该做的，以后生意上一定要多注
意，预防不必要的损失。”李女士由衷
地为民警的高效服务、真诚的态度和
专业的处警方法竖起了大拇指。

7月27日晚上，哈尔滨市香坊公
安分局和平路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
四季上东小区某户有对夫妻正在家里
吵架，有打砸东西的声音，二人可能存
在过激行为，请求派出所帮忙处理。

接警后，民警田维、李刚迅速赶到
现场，了解到夫妻二人因孩子学习补
课的事发生分歧，两人逐渐从口角辱
骂继而发生撕扯，幸好都没有受伤。
民警针对孩子学习问题的根源及两夫
妻存在的分歧，耐心细致开展思想工

作，劝说夫妻双方多反思自己的不足,
少一些埋怨和指责，换位思考，互相理
解，真正为孩子创造良好的学习氛围。
通过调解，夫妻双方都认识到了自身
存在的错误，冰释前嫌，重归于好。

家庭矛盾虽小，但关乎老百姓的
切身利益。和平路派出所依托两队
一室警务改革，坚持以“矛盾不上交、
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的新时代

“枫桥经验”为指引,使矛盾化解成功
率、群众满意度明显提升。

7月29日，哈尔滨市香坊分局健
康路派出所民警王竽带领辅警韩泽
开展日常入户走访工作，当走访到春
江新城小区一户人家时，作为老民警
的王竽，通过对日常情况的访问和现
场的观察发现了问题。

经过与户主沟通，了解到现在家
中住着三口人，分别是 88岁的杨大
爷、81岁的李老太和两位老人的儿
子杨先生。杨大爷患上了小脑萎缩，
经常产生幻听，疑神疑鬼，担心有人
害他，逐渐和家人产生了矛盾。为了
解决矛盾，杨先生也想了很多办法，
去过医院，找过社区，也看了心理咨

询师，可是收效甚微。
王竽了解情况后在老人家中展开

了“纠纷化解程序”，首先得找到老人的
心结。经过与杨大爷的交谈，王竽发现
老人真正的“心病”是担心家人会嫌弃
他，放任他的病情恶化，甚至会加害于
他。但实际上杨大爷的老伴和儿子对
他关心备至，生活上也是体贴照顾，由
于缺乏沟通才出现这样的矛盾。随后
王竽多次到老人家，由于警察的身份和
王竽认真的工作态度，逐渐拉近了和杨
大爷心理距离，成为老人口中的“片儿
警小王”。近一个月的时间，在王竽的
调和下，杨大爷的家重归和睦。

求助要欠款民警帮追回

家庭起纠纷民警解心结

夫妻闹矛盾民警巧化解

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
法院案号（2016）黑 0103 民初 10057 号
判决书确认：2016年 7月 21日董事会决
议有效，即“公司董事会同意免去胡昌
长总经理职务和法定代表人的决议。”
胡昌长不再担任公司总经理及法定代
表人职务。

胡昌长于 2016 年 8 月对宏泽公司
公章办理了登报丢失声明，于同年 12
月 2日重新刻制了新公章并在哈尔滨

市公安局南岗分局备案。经黑龙江
省 哈 尔 滨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案 号
（2017）黑 01民终 5506号判决书确认：
胡昌长在与公司发生纠纷期间私自
登报并刻制公章的行为并不具有法
律效力。

在此，我公司郑重声明：股东胡昌长

处“哈尔滨宏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编号为“230103160010256”公章 1 枚、

“哈尔滨宏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字
样、无编号的公章 1枚，合计 2枚公章作
废。胡昌长不再具有代表公司签署任何
法律文件的权利，公司印章现由董事会
保管，用印需经董事会审核通过并登记
备案方才有效。

哈尔滨宏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2年8月10日

声明 我单位正在开展七台河市生物技术产
业园总体规划（2021-2035）环评工作，相关
信息详见七台河市政府网站 http://www.
qth.gov.cn/。公众可以以信函、邮件等方
式提交意见，时限以七台河市政府网站中
本规划二次公示起止日期为准。

联 系 人 ：张 影 ，13384640044，qthk⁃
fq_bgs@163.com

黑龙江七台河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环评公示

公告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禧龙支行自2022年8月23日

起迁址至哈尔滨市道里区四方台大道516号，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机构名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禧龙支行
机构编码：B0015S223010022 营业日期：2022年8月23日
营业地址：哈尔滨市道里区四方台大道516号 邮政编码：150077

公告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哈药路支行自2022年8月29

日起迁址至哈尔滨市道里区新阳路322、324号，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机构名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哈药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15S223010019 营业日期：2022年8月29日
营业地址：哈尔滨市道里区新阳路322、324号 邮政编码：150016

近日，五九七农场“白琳劳模创新
工作室”、“任明勇劳模创新工作室”顺
利通过省劳模创新工作室考核验收。

近年来，五九七农场不断放大劳
模效应，通过典型引路、龙头带动、示
范推广、规模经营等实践探索，拓宽
职工的增收致富渠道。农场依托现
有的 15个劳模创新工作室，百余名
省级、总局级、管理局级劳模，发挥

“劳模群体”在种养殖过程中的新品
种示范、高产技术应用、病虫害防治、
新技术应用推广、疾病防疫等方面的
示范引领作用，通过“传帮带”强化劳
模工匠梯队建设，促使劳模、技术能
手发挥更大的作用，从而达到职工增
产增效目的，成为助推农场有限公司
经济发展的一支主力军。

（李士会 张奎）

示范引路助增收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