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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现对办公
耗材进行招标，具体品类涉及打印
机墨盒、硒鼓以及A3\A4纸等，望
有相关资质和意向的公司踊跃报名
参与。从即日起报名，截止日：2020

年12月22日。
联系电话：13359998163 付先

生
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资产管理部

2020年12月17日

招标公告

生活报讯（程岩 记者吕晓艳）17
日，省卫健委发布最新疫情通报：2020
年12月16日0-24时，黑龙江省无新增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
(东宁市本土）。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例
（绥芬河市本土）。

截至2020年12月16日24时，现有
确诊病例11例（东宁市本土2例、绥芬河
市本土8例、塔河县境外输入1例），现有
疑似病例1例（东宁市本土1例）。现有
无症状感染者5例（绥芬河市本土5例）。

疑似病例：男，69岁，退休人员，现
住东宁市东宁镇花园小区，为确诊病例
王某某共同生活的密切接触者。12月
16日，专家根据流行病学史和临床表
现，诊断为新冠肺炎疑似病例，现已转至

定点医疗机构进行隔离观察治疗。有关
部门已对其所排查出的密接者和密接的
密接落实隔离管控措施，对其曾活动过
的场所进行终末消毒和封闭管理。

无症状感染者1：女，45岁，无业，现
住绥芬河市机务段铁路综合楼，为无症状
感染者王某某共同生活的密切接触者。

无症状感染者2：男，58岁，保安，现
住绥芬河市迎泽丽都小区，为确诊病例
刘某共同生活的密切接触者。

12月16日，此2人核酸检测结果呈
阳性，专家诊断为无症状感染者，现已转
至定点医疗机构进行隔离医学观察。有
关部门已针对其所排查出的密接者和密
接的密接落实隔离管控措施，对其曾活
动过的场所进行终末消毒和封闭管理。

我省新增疑似病例1例
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例

生活报讯（记者吕晓艳）我省2021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将于26日至
28日举行。17日，我省招考委发布，2021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考生防疫公告。

截至目前，我省35个研究生报考点
所在地区域均为新冠肺炎疫情低风险地
区。若因考点疫情风险等级发生变化确
需变更考试地址的，黑龙江省招生考试
院将在官方网站（www.lzk.hl.cn/）和官
方微信公众号（微信号：hljlzk）及时发布
公告。

关于考生核酸检测范围。考前14
天有省外旅居史，以及有省内中高风险
地区旅居史的考生，须持7日内有效核酸
检测结果参加考试。考前从境外抵返的
考生，要按照要求进行隔离和核酸检
测。相关考生在入场时将核酸检测结果
报给考点工作人员。

对于刻意隐瞒病情或者不如实报告

发热史、旅行史和接触史的考生，以及在
考试疫情防控中拒不配合的人员，将按
照法律法规予以处理。

本次考试疫情防控措施将根据疫情
防控形势变化适时调整，考点疫情防控
措施根据不同地区具体情况有所区别，
请考生密切关注省卫健部门和报考点所
在地区最新防疫要求，及时登录研招网、
省招考院官网、报考点当地官网等，查看
掌握可能发布的最新考试防疫要求和相
关信息，并按新的安排信息参加考试。

考前14天有省外旅居史
及有省内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考生

须持7日内有效核酸检测结果
参加我省研究生考试

16 日，哈尔滨市道
里区百万青少年上冰雪
活动在江沿小学启动。
小学生们在冰上和陆地
展示了自编的短道操，
速滑小将们也穿上了冰
鞋，尽情感受冰雪带来
的乐趣。
生活报记者 吕晓艳 摄

速滑小将来了

生活报讯（沈正水 记者赵政府）按
照统一安排，哈尔滨市政府第六轮促消
费补贴资金将于19日9时30分，通过银
联（云闪付）渠道发放。

第六轮政府促消费补贴范围为百货
家电通讯类，补贴比例不变，消费1000

元(含)以上补贴200元；3000元(含)以上
补贴600元；5000元(含)以上补贴1000
元。补贴方式继续采取消费者到指定商
家购物直接补贴的方式进行，先到先得，
发完即止。

云闪付用户通过手机APP，出示付

款码，或者扫描商家的二维码牌付款即
可完成核销，系统将自动默认享受符合
条件的最大优惠补贴面额。活动期间，
同一用户、同种面额补贴仅限消费一
次，每日消费补贴时间9时30分至24
时。

消费补贴不找零、不兑换现金，兼容
商家其他优惠活动。

相关活动详情，请扫描哈尔滨市政
府网站商务局网页二维码，或关注哈尔
滨市商务局微信公众号及哈尔滨市文广
旅游局“哈尔滨文旅”微信公众号。

最高5000元补贴1000元

哈尔滨市政府第六轮
促消费补贴资金明日发放

生活报讯（记者于海霞）记者从
哈尔滨市南岗区政府获悉，为丰富学
校冬季校园生活，南岗区教育局掀起
校园冰雪系列活动。据悉，该系列活
动将延伸至假期，并且列入学生“寒
假实践作业”。

南岗区将冰雪系列活动融入课

堂教学中，各中小学校在开展冰雪文
化系列活动的同时，开齐了冬季冰雪
项目体育课程。滑冰必修课，滑雪、
冰球选修课等冰雪特色课程，雪地足
球、冰壶、撑雪橇、冰上游戏等冰雪运
动项目和冰雪赛事活动，丰富了学生
学习内容，增强了学生身体素质。

冰雪活动要列入寒假作业啦

16 日，“百万青少年上冰雪”
活动在哈尔滨市东湖路学校举行，
师生们以雪为乐，开起了迷你“冬
奥会”。有冰球、花样滑冰、速滑、
冰壶、抽冰尜、拉爬犁、雪地足球、
冰制保龄球、跳长绳、活力操、冬季
长跑等项目。

生活报记者 于海霞 摄

迷你“冬奥会”
开进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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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培训是件好事，这种形式原本很
受欢迎。”刘然认为，现在许多基层干部会自
己买书学习，说明大家求知热情依然很高。
如果合理安排培训活动，避免学习培训中出
现形式主义现象，培训活动自当产生良好效
果。

——改变“剃头挑子一头热”局面。目
前，培训活动往往由上级部门计划、组织，下
级部门完成、落实，难免“剃头挑子一头
热”。要打破“上热下冷”现象，各部门需在
开展培训前充分调研，多与下级单位沟通交
流，了解基层干部的真实需求和工作中存在
的现实问题，安排专业人员进行专业课程设
计，使教育培训真正落地生根。

——让培训内容与业务工作相结合，激
发基层干部主动学习的热情。如可提升学
习培训的组织管理能力，丰富培训的课堂教

学形式，用创新思维破解当前培训教育枯燥
乏味的问题。

一名基层法律工作者说，由于岗位特殊
性，在有法规条例修改或者新的法律法规颁
布的时候，他们部门都会重点安排统一学
习，相关学习活动更新了大家的知识储备，
提升了业务技能的专业性。今年民法典颁
布时，该部门请专家做主题授课，非常实用。

——优化考核机制，开展高质量竞赛，
及时兑现奖惩。在教育培训过程中，确实有
部分基层干部存在懈怠、逃避情绪。为了保
证培训质量，一要通过高质量的竞赛考核，
帮助学员巩固知识；二要做到奖惩有力，对
态度积极、受训效果好的优秀个人，加大奖
励力度，激励他们学习培训的积极性。（文中
基层干部均为化名）

据《半月谈》半月谈记者：杨欣刘芳洲

合理优化培训活动 避免“上热下冷”

活动发布的“2020年度中国媒体
十大新词语”依次是：复工复产、新冠疫
情、无症状感染者、方舱医院、健康码、
数字人民币、服贸会、双循环、天问一
号、无接触配送。

据介绍，这些新词语基于国家语言

资源监测语料库，利用语言信息处理技
术结合后期人工确认获得。语料来源
于2020年1月1日至11月底的9份主
流报纸的文章、20家电台和电视台的
节目、4家门户网站的新闻，数据规模
近19亿字次。

十大新词语记录新变化新发展

字词里的年度记忆

抗疫抗疫 民法典民法典 光盘行动光盘行动 奥利给奥利给 都有上榜都有上榜
据新华社电（记者史竞男）有哪些字词，能勾画你我共同的2020回

忆？由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商务印书馆等主办的“汉语盘点
2020”活动，陆续发布了“年度十大网络用语”“年度十大流行语”“年度十大
新词语”。这些由专家、网民和大数据选出的年度词语，记录下这一年的社
会热点，也于字里行间留下国家发展和时代变迁的草蛇灰线。一起来“盘”，
让我们重温字词里的年度记忆——

网络用语的语言特色鲜明，是
网民抒发情感、表达态度的独特方
式，线上线下流行度都很高。2020
年“十大网络用语”为：逆行者、秋
天的第一杯奶茶、带货、云监工、光
盘行动、奥利给、好家伙、夺冠、不
约而同、集美。

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无数
最美“逆行者”奋不顾身投入战斗；
人们“不约而同”，在家中通过“云监
工”等方式为战疫加油；疫情对经济
运行带来冲击，各行各业加入“带
货”行列，邀请“集美”们共同助力地
方经济发展；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拥

有“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也要坚持
“光盘行动”；“好家伙”，电影《夺冠》
热映，“女排精神”振奋人心，人们喊
出“奥利给”……

专家表示，这些年度最热网络
用语，基于国家语言资源监测语料
库（网络媒体部分），采用“以智能信
息处理技术为主，兼顾领域专家意
见和搜索引擎收录情况”的方式获
得。监测语料库包含网络论坛、新
闻、博客等不同媒体形式语言资
源。透过十大流行网络用语，一幅
鲜活生动的网民生活百态图跃然纸
上。

十大网络语勾勒网民生活百态

语言是社会的产物，凝聚时代缩
影；流行语更是语言生活的重要组成部
分，传达出生活中的喜怒哀乐。经评
选，“2020年度中国媒体十大流行语”
为：新冠肺炎、抗疫、复工复产、民法典、
网课、双循环、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抗
美援朝70周年、六稳六保、嫦娥五号。

这些流行语语料数据规模达10余
亿字次，代表了中国媒体的关注焦点。

专家点评认为，2020年“新冠肺炎”

疫情在全球蔓延，国际社会携手“抗
疫”，共同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
体”。教育部门提倡停课不停教、不停
学，“网课”一度成为主要教学方式。“六
稳六保”惠民措施相继出台，“复工复
产”有序推进，构建基于“双循环”的新
发展格局，经济社会基本步入正轨。“民
法典”审议通过，“嫦娥五号”成功发射
……十大流行语凝结了这一年震撼人
心的全民记忆。

十大流行语浓缩时代影像

变味的学习培训 成基层新负担
时下，不少地

方的学习培训办
得有声有色，不断
帮助基层干部开
阔 思 路 、提 高 本
领。然而，记者发
现，一些地方平时
并不重视学习培
训，而习惯于年末
搞突击培训。基
层干部表示，变了
味的学习培训，真
该改改了。

刘然是中部某省一名乡镇公
务员，最近她的学习培训任务很繁
重。“马上就要去县里参加集中脱
产学习，平时还得在2个平台刷
分。”说到这些，刘然无奈又庆幸
——她的领导们得在4个平台上
完成学习。

无独有偶。在某事业单位工
作的王智，刚结束为期一周的脱产
学习，就得马上完成单位安排的每
周两节视频课的学习任务。王智
说，突如其来的培训打乱了原有的
工作安排：“我只能在看视频时抽
空回复信息，特别紧急时干脆拿出
电脑处理工作。”

一般来说，各单位每年都对培
训时长有明确要求，学习培训安排
合理的单位，能按时达到培训要
求。而一些平时不重视学习培训
的部门，习惯于年底搞突击。可年
底也是事务最为繁忙的时节，基层

干部一边要参加学习培训，一边还
要做好本职工作。“一旦脱产学习，
工作无人接手”的现实，往往让他
们既不能保证培训效果，又加大了
工作强度。

突击实施的学习培训，与考核
挂钩，不能不参加。记者发现，一
些部门将学习培训参与情况作为
考核工作态度、专业能力的依据，
有的甚至将参加学习培训与评聘
职称挂钩。

为了检验学习培训成果，部分
单位还设置各类考试。“各类考试
一般都会排名。分数太低，分管领
导看到会不高兴。”基层干部反映，
只有学习培训开展得“轰轰烈烈”，
一些领导才有政绩。一些基层干
部缺乏学习动力，但碍于参加培训
的学时要求，疲于应付，索性在网
上雇人刷学分，代替自己线上考
试。

学习培训变味 一些基层干部疲于应付

年底突击培训，让本应珍惜的机会反倒
成了基层干部的心理负担。基层干部坦言，
学习培训中形式主义日渐抬头，除了学习培
训时间安排不合理、与基层本职工作冲突这
一原因外，其他形式主义乱象也让他们深感
疲惫。

学习培训内容与实际工作脱节，难以指
导工作。基层干部直言，一些突击培训的课
程是上级安排来的，而非自己想学的，且没
有提升专业能力的作用，脱离一线实际需
求，不接地气。

西南某县一名教师说：“培训任务多到
完成不过来，且很多和工作内容不相关。我
是给学生教书的，培训课程却大讲法律专业
知识。”

在学习培训中搞形式主义，也表现在学
习形式的呆板枯燥上，学习培训内容“旧瓶
装旧酒”，不走心，难入脑，久而久之，基层干
部产生厌学心理。

一些地方将安排线上学习算作培训形
式创新。中部一名基层干部告诉记者，当地

给一般干部定的学习指标是50学分，给科
级干部定的是80学分，每获一个学分需要
观看45分钟的网上视频。

对此，基层干部认为，这只不过是把“我
讲你听”的套路从线下搬到线上而已。一些
上年纪的基层干部不惯于在手机上看学习
培训视频，把手机交给家人，让家人帮忙
刷。甚至还有个别领导把刷学时的任务分
配给年轻下属后，就不顾不问了。

重形式、轻实效，一些地方设置学习培
训计划，只简单要求每年要完成多少课时的
学习任务，只要数据可观就行，至于发挥多
大效果，多不在考虑范围内。有的单位在学
习培训时长上搞竞赛，将学习培训时长越堆
越高，甚至超出基层干部的承受能力。面对
为了应付考核任务和指标而设立的突击培
训，参与者自然也就应付着学。

记者发现，一些部门并不敢直面严肃考
核可能导致大面积不及格的“尴尬局面”，于
是要么考核特别简单，要么实行开卷考试，
整套环节变成“做做样子”。

重形式轻实效 只简单要求完成多少课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