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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村干部在行动

□本报记者 孙思琪

“传统线下的采购方式已不能满足我
们对小额零星采购的需求了，以前进行政
府采购需要经采购代理机构组织实施，采
购周期比较长，费时又费力。现在通过服
务工程超市线上采购真是太方便了，简化
了采购流程、缩短了采购时间，不到一周
时间我们就完成了项目采购。”黑龙江开
放大学财务处资产管理科王文尧介绍，日
前，该校在省政府采购服务工程网上超市
中，通过直购方式采购排水系统改造项
目，成交金额13.91万元。

记者从省财政厅了解到，当前公开
招标限额以下的小额零星采购项目约占
全省采购总量的 84%。为更好适应采购

单位对小额零星采购时效性和便利性的
需求，提高执行效率，省财政厅建立了覆
盖全省各市（地）、县（市、区）的政府采购
服务工程网上超市，今年 2 月开始试运
行。

服务工程超市上线以来，已累计入驻
供应商 2.08 万家，中小微企业占比达
98.5%；累计上架服务类、工程类商品 3.82
万个，实施采购项目 1.96万个，采购金额
达12.25亿元，节约财政资金1.57亿元，节
支率达11.33%。

政府采购服务工程网上超市的页面
与主流购物网站类似，布局清晰、查询方
便，分为询价大厅、直购大厅、供应商库等
多个模块。“网上超市设置直购、询价两种
采购方式，能够满足不同的采购需求。直

购方式，采购人可依据单位内控制度及采
购项目预算金额等，直接向供应商发起采
购订单，供应商只需确认订单，即可完成
采购；询价方式是由采购人发布询价公告
并可根据市场调研情况及平台历史数据
设置采购成本价，供应商提供线上响应报
价，经评审有效报价最低的供应商即为成
交供应商。”政府采购服务工程网上超市
运营方八戒公采黑龙江省总经理管业勤
介绍。

张帅是伊春市一家提供工程管理服
务的供应商，4月入驻平台后，已完成采购
金额40.02万元。“平台和传统招投标相比
缩短了流程，参与项目不用制作投标文
件，在网上填写即可；成交后省去了合同
邮寄的时间和成本，回款也明显加快了。

不仅如此，平台对我们小微型企业还有扶
持政策，让我们也能和其他企业一样公平
竞争。”张帅说。

据悉，该平台的上线应用进一步规范
了电子化政府采购行为，做到小额零星采
购项目全过程管理、全流程公开，进一步
保证了政府采购活动的公开、公平、公
正。政府采购执行周期大幅压缩，由原来
的平均 70天缩短到 7天，效率提升了 10
倍。资金支付进度大幅提升，实现了从采
购项目验收到资金支付的预警监控，企业
可以督促采购单位及时支付资金，无需制
作投标（响应）文件，无需购买采购文件，
年均可帮助企业节约资金和人力成本近2
亿元，进一步优化了全省政府采购营商环
境。

小额零星政府采购有了“网上超市”
□本报记者 曲静 狄婕

2022年是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
与黑龙江省长期友好和经贸合作协
议签署三十周年。三十年来，两省区
在经贸、文化、体育等领域开展了富
有成效的交流与合作。

在筹备黑龙江省—广东省—俄
罗斯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三方省州
长视频会晤期间，哈巴罗夫斯克边疆
区州长捷格加廖夫就哈巴罗夫斯克
边疆区与黑龙江省合作有关问题接
受黑龙江日报书面专访。

问题一：您如何评价哈巴罗夫斯克
边疆区与黑龙江省合作现状及前景？

答：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在接受
中国新华社采访时表示，中俄新时代
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已成为“高
效、负责和面向未来的典范”。中国
是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的重要合作
伙伴，共同的边界线、高度互补的经
济潜力和丰富的合作经验将双方紧
密联系在一起。

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是俄罗斯远
东重点发展地区和重要的原材料和加
工业基地，边疆区经济基础雄厚，经济
结构合理，服务业门类齐全，飞机制
造、船舶制造、黑色和有色金属冶炼、
石油加工、电力设备制造、森林采伐和
木材加工业发达，黄金、锡金属、煤炭
开采业发展势头良好。这里也是远东
地区重要运输物流中心，交通运输方
式齐全，贝阿铁路、西伯利亚大铁路、

“东西伯利亚—太平洋”石油管道和
“萨哈林—哈巴罗夫斯克—符拉迪沃
斯托克”天然气管道经过边疆区，拥
有5座海港，其中瓦尼诺港口是规模
最大的港口。当前，面对外部对俄制
裁压力，上述优势使哈巴罗夫斯克边
疆区在俄罗斯“转向东方”战略中的
重要作用日益凸显。

2022年 2月 4日，俄罗斯联邦总
统普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
京会晤期间，商定到 2024年将中俄
贸易额提升至 2000亿美元，未来提
升至 2500亿美元。哈巴罗夫斯克边
疆区愿与黑龙江省一道努力，为落实
中俄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作出贡献。
2022年上半年，哈巴罗夫斯克边疆
区对华贸易额同比增长25%。

为进一步深化哈巴罗夫斯克边
疆区与黑龙江省外贸合作，推动两省
区贸易额成倍增长，双方可加强在跨
境物流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合作，
增加边境口岸数量。在我与胡昌升
省长的密切协作下，抚远—哈巴罗夫
斯克口岸和饶河—波克罗夫卡口岸
于 2022年通航期如期恢复运营，在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上述口岸过货
量超过7万吨。

黑瞎子岛联合保护开发是深化
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与黑龙江省务
实合作的重要方向，我方建议在岛上
建设跨境合作区，吸引中俄企业入驻
园区，并在进出口贸易等方面给予特
殊优惠政策，辟建自由关税和免税贸

易区。目前，中俄双方正就跨境区域
发展构想进行对接和磋商。

同时，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与中
方正在积极研究黑瞎子岛客货口岸
建设问题，预计到 2030年该口岸货
运量将达到130万吨，旅客数量将达
到145万人。目前，哈巴罗夫斯克边
疆区正全力推进俄方通往口岸的专
用公路设计工作。推动黑瞎子岛口
岸与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运输物流
和旅游基础设施一体化发展，可在
20至30分钟内实现口岸至运输物流
中心之间的货物运输。在今年 9月
即将举办的第七届东方经济论坛期
间，俄交通运输部、俄铁路公司、哈巴
罗夫斯克边疆区政府和“Fininvest”
银行将签署“哈巴罗夫斯克”运输物
流中心建设项目协议。该项目定位
于对华合作，项目框架内计划年货运
量不少于50万个20尺集装箱。

问题二：您认为双方中小企业可
以在哪些领域开展合作？

答：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始终高
度重视中小企业贸易合作。中小企
业能够灵活适应封控模式并采取远
程办公方式，善于在遵守防疫政策的
前提下开展贸易对接洽谈。大部分
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企业希望将产
品销往中国，他们通过电子贸易平
台、视频会晤等线上方式与中方伙伴
进行商务洽谈，希望对华出口俄罗斯
食品、泥炭有机肥、建材、木材加工产
品、鱼类和海产品等。在新冠肺炎疫
情形势下，哈巴罗夫斯克边区政府和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支持常态化举办
线上活动，深化双方务实合作。

问题三：除商务合作外，哈巴罗
夫斯克边疆区与黑龙江省在哪些领
域开展交流合作？

答：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与黑龙
江省共同探索合作新模式和新领
域。2020年，哈巴罗夫斯克“Mech⁃
talet”动画工作室创作了动画片《背
靠背》（中文译名《背包历险记》）并于
同年2月在中国50个线上平台展映，
受到广大中国观众的喜爱。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两
省区积极开展人文领域交流合作，远
东模范交响乐团曾在黑龙江省进行
巡回展演，在黑龙江省民众中引起热
烈反响。黑龙江省运动员经常赴哈
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参加各类国际拳
击、古典式摔跤比赛和集训活动。遗
憾的是，受疫情及防疫措施影响，双
方出境旅游、体育、青少年交流、会展
及艺术团体巡演等领域交流合作受
到阻碍。虽然当前中俄边境对游客
暂时关闭，但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正
大力开发新的旅游线路，开设新的宾
馆酒店和俄罗斯餐厅。哈巴罗夫斯
克边疆区企业期盼早日开放两国边
境，恢复人员往来，待防疫限制措施
解除后，将做好黑龙江省游客的接待
工作，推介新的旅游线路。

热情好客的哈巴罗夫斯克边疆
区期待黑龙江朋友的到来！

推动中俄地方间合作
迈向更高水平

访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州长捷格加廖夫

环评公示
我公司委托评价单位已编制完成《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平房区高效增

程发动机生产线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现向公众征求意见，详见公
司网站http://www.dae.cc/html/2022/gsxw_0901/1273.html。

哈尔滨东安汽车发动机制造有限公司

环评公示
我单位组织编制了《牡丹江市大庆路化工园区总体规划（2020—2035

年）》，开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向公众公示该规划的环评信息，欢迎相关
单位或个人提出宝贵意见。详见爱民区政府网站http://www.aimin.gov.cn。

牡丹江市爱民区工业信息科技局

环评公示
我公司拟在现有厂区内建设哈尔滨市双琦环保资源利用有限公司污

泥协同焚烧项目，现向公众公示项目环评信息，欢迎相关单位和个人提出
意见。详见黑龙江新闻网http://www.hljnews.cn。

哈尔滨市双琦环保资源利用有限公司

本报讯（记者张磊）连日来，大兴
安岭气温逐步下降，两周后即将迎来
本年度的供暖期，各地供电负荷也日
渐升高。为确保供暖期前及供暖期
的用电安全可靠，助力北极村经济发
展，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漠河
市北极村供电所所长吕建生带领同
事对村内 10 千伏供电线路进行巡
视。

吕建生对村内变压器进行测温。
图片由受访单位提供

北极村 供暖期前巡线忙

本报讯（盛季轩 记者米娜）中秋、国
庆将至，为进一步加强警示教育，持续加
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锲而不舍纠“四风”
树新风，营造务实节俭、文明廉洁的节日
氛围，现将6起典型问题通报如下。

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康
志文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接受旅游安排等
问题。2013年 1月至 2020年 1月，康志文
任鸡西市市长、市委书记、省人大法制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期间，借传统节日、孩子
结婚之机，收受下属、私营企业主等 85人
礼金、消费卡折合人民币166万余元；赴牡
丹江市镜泊湖景区旅游时，违规接受私营
企业主住宿、宴请安排。康志文还存在其
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2年 2月，康志
文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涉嫌犯
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萝北县委原书记李思勇违规收受礼
品礼金、违规借用下属单位车辆等问题。
2014年 1月至 2021年 1月，李思勇先后收

受下属、私营企业主等43人礼品礼金折合
人民币196万余元。2016年3月至2021年
12月，李思勇借用下属单位一辆轿车供个
人使用。李思勇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
法问题。2022年 7月，李思勇受到开除党
籍、开除公职处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
法机关依法处理。

鸡西市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办公室原
副主任王明秋违规收受礼金等问题。2016
年2月至2020年1月，王明秋借传统节日、
孩子结婚、父母去世之机，多次收受下属、
私营企业主等人礼金 32万元。王明秋还
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2年 2
月，王明秋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佳木斯市污水处理监管办公室负责
人李岩松私车公养问题。2015年 12月至
2021年 10月，李岩松借保管单位公务加
油卡之机，多次为本人私家车加油共计消
费 1.29万元。2022年 4月，李岩松受到党

内严重警告处分；违纪所得予以收缴。
集贤县升昌粮食收储有限公司原经

理梅士鸿违规发放补贴问题。2018年 2
月和2021年6月，梅士鸿擅自决定以辛苦
费名义，两次为班子成员、会计违规发放
补贴 15万元。梅士鸿还存在其他严重违
纪违法问题。2022年 6月，梅士鸿受到开
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涉嫌犯罪问题移
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方正县会发镇新发村党支部书记宁
保成违规操办婚宴问题。2022年 2月，宁
保成为妻弟操办婚宴，委托新发村陶家屯
屯长通知并组织村民参加，违规收受礼金
1.93万元。2022年 4月，宁保成受到党内
警告处分；违纪所得予以收缴。

以上 6起典型问题，暴露出个别党员
干部纪法意识淡薄、自我约束不严、侥幸
心理作祟，反映出“四风”问题树倒根在、
顽疾犹存。广大党员干部要从中汲取深
刻教训，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自觉筑

牢拒腐防变的作风“防火墙”。
节点是干部作风的“考点”，节日风气

是干部群众观察党风政风、感受社风民风
的重要风向标。全省各级党组织要深入
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作风建
设的重要论述，站在党的自我革命的政治
高度，坚决扛起抓作风建设的主体责任，
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运
用“全周期管理”方式，不断把作风建设推
向深入。全省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节前
教育提醒、通报曝光，节中监督检查、明察
暗访，节后严查快处、督促整改，加强与有
关部门协作配合，紧盯月饼、蟹卡蟹券等
背后的“四风”问题强化监管，深入纠治违
规收送礼品礼金、违规吃喝等不正之风，
严肃纠正落实“过紧日子”要求不到位的
行为，严肃查处打着人情往来的幌子搞团
团伙伙、利益勾兑等问题，以钉钉子精神
防治节日“四风”问题，以实际行动迎接党
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省纪委监委通报6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张静怡 本报记者 董新英

“5年前，在咱们驻村工作队的帮扶
下，我在红星村成立第一家肉鸡养殖合作
社，这5年来，我们吉顺养殖场不仅带动红
星村和周边 600余户脱贫户实现分红，也
为七八十人提供了就业岗位，每人每年收
入最高可达 6 万多元，少的也有 1 万多
元。去年厚山书记来后，还帮我规划了养
殖场的后续发展。今年他在和企业洽谈
合作，要在我们红星村建设一个有机肥场
哩！”兰西县吉顺养殖场负责人王宝红乐
呵呵地说。

孙厚山1966年出生，在省政府研究室
参事文史处任一级调研员第一书记，2021
年 6月，主动请缨担任第三批驻村工作队
队长、第一书记。

一年来，在他和工作队的帮扶下，红
星村有了可喜的变化。村集体经济收入
首次突破 100万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超过 1万元，集体固定资产近 5000万元。
红星村先后被授予“绥化市先进基层党组
织”“市级文明村标兵”称号。

去年10月，红星村在县乡两级党委政
府的大力支持下，利用县涉农整合资金
1678万元新建了一家肉鸡养殖场，这是该
村自省政府研究室对口帮扶工作开展以
来的第五家肉鸡养殖企业。孙厚山说，吉
顺养殖场从明年开始，每年可向村里缴纳
承包费45万元。

与此同时，孙厚山还注重引进小菜园
项目，重点在黄家窝堡屯、邢家窝堡屯进
行试点，引导村民在自家菜园种植青刀
豆、冬瓜、甘蓝、萝卜、倭瓜等蔬菜，通过县
乡协调中舜农业采取订单种植和收购，力
争实现“半亩小菜园、收入三五千元钱”的
预期目标。据了解，今年已有20余户试种
近20亩。

如何将红星村建设成为“美丽乡
村”？孙厚山心里早有了盘算。今年争取

的 210万元涉农整合资金，重点用于黄家
窝堡屯和邢家窝堡屯路边沟改造，同时协
调资金建设红星公园。

为了确保改造施工有效推进，孙厚山
带领驻村工作队队员深入农户家中动员
农户拆除占地栅栏，清理影响施工的杂
物、全长 6000米的路边沟，经过前期现场
勘查、可研、设计等工作环节，已基本完
工。占地8000平方米的红星公园，也已经
完成设计、场地平整、甬路等建设，预计于
秋季完成绿化等工作。

据悉，孙厚山还争取了生态环保项目
专项资金，用于改善邢家窝堡屯小水库环
境，种植荷花、蒲棒等花草，修建甬路、凉
亭、观景台等设施，与红星公园连接一体，

将其建设成红星村一景。
去年 9月，村民赵淑芹遇到了难事。

家人去世，她又检查出患有甲状腺癌，生活
的压力压得她喘不过气。每每提起这件事
赵淑芹都眼含热泪：“当时，厚山书记了解
到我这个情况，先是给我纳入了低保，后来
又给我申请了补贴。感谢厚山书记和驻村
工作队，让我们的生活有了希望。”

孙厚山驻村有很多感悟，他说，要时
时刻刻把百姓全村的急事、难事、愁事放
在心头，紧紧依托村级组织，做到不整事、
不整景、不整人，帮办不包办、帮忙不添
乱、到位不越位，实实在在为乡村振兴作
出应有的贡献，把驻村工作驻进人民群众
的心坎里。

孙厚山：把全村百姓的事放在心头上

6日，太阳岛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四季冰雪项目的重要景观工程——120米高巨型雪花
摩天轮的6瓣雪花造型安装完毕。大气磅礴的摩天轮宛如哈尔滨之眼，震撼亮相松花江畔。

据悉，该摩天轮相当于42层住宅楼高，采用了全辐条结构形式，预计今年年底投用。它
计划配置了48个10人轿厢，其中豪华内饰轿厢24个、商务主题轿厢4个、亲子主题轿厢6个、
爱情主题轿厢6个、KTV主题轿厢8个。在24个豪华内饰轿厢中，特别设有6个打造了透明
玻璃底部的吊舱，可以让游客在绝佳的视野当中，感受到摩天轮独有的浪漫。

与传统摩天轮不同的是，雪花摩天轮的辐条和转轮外圈上，安装LED点光源彩灯可控制系
统，能够在夜色中凸显哈尔滨极具冰雪特色的雪花形象。

本报记者 张澍摄

“6瓣雪花”

（上接第一版）S4试验卫星由哈
工大与哈尔滨工大卫星技术有限公
司联合研制，是我国正在研发的低轨
卫星导航增强系统演示验证任务第
四颗试验卫星。S4试验卫星将开展
星地一体化组网控制管理、星载微推
力高精度电推进、高精度导航增强信
号播发等系列在轨技术试验和系统
演示验证，为低轨卫星导航增强系统
组网建设奠定基础。

“微厘空间”低轨卫星导航增强
系统是由 160颗低轨卫星及地面系
统构成的天地一体化星座系统，对中

国北斗等卫星导航系统进行性能增
强，可为全球大众消费、自动驾驶、地
理信息、公共安全等泛在用户提供高
精度、快收敛、低成本、高可靠的卫星
定位增强服务，实现全球分米(厘米)
级实时动态快速导航定位。以S4试
验卫星在轨系统级演示验证为基础，
哈工大联合哈尔滨工大卫星技术有
限公司共同承担了“微厘空间”低轨
卫星导航增强系统组网卫星研制任
务。

截至目前，哈工大研制卫星已成
功发射21颗。

哈工大研制首颗导航卫星发射成功

摩天轮闪亮松花江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