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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 18 日讯（记者张立）省
政协委员孙飞带来了关于探索体教
融合新途径，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
建议。

“目前，我省居民健康素养水平
还处于较低水平，调研结果显示，青
少年的不良视力总体比例偏高，肥胖
率、营养不良率都不容乐观，普遍存
在长得慢、偏胖、身体素质差的问
题。在调研中还发现，一些成人性的
慢性病，比如高血压、糖尿病，在小学
生身上已经开始出现，很多青少年还
存在心理问题。”孙飞表示，要提升公
民的健康素养，需要从源头解决问
题，健康教育从娃娃开始抓起。从幼
儿园到小学、中学、大学，健康教育都
要作为一门课程。因此，要力促健康
教育走进学校，走进课堂。健康从体

育锻炼开始，养成终身锻炼习惯。
建议我省改革体育教学内容和

方法手段，进一步加大体育课的比
重，确保学生每天一节体育课，从而
使“每天锻炼一小时”的国家政策落
到实处。此外，要保证中小学生有充
足的睡眠时间，建议学生到校时间再
延后，调整为9时。

生活报 18 日讯（记者张立）
“大量过期食品的不当处理，将恶
化环境导致污染，过期食品安全的
管理尚是食品安全管理工作中的
盲点。”省政协委员张俊生带来了
关于加强过期食品安全管理的提
案。他表示，近年来，时常发生食品
安全事故，多次发生超市售卖过期
食品、使用超过保质期的添加剂和
无检疫合格证的猪肉加工肉灌制
品、过期馅料做月饼等食品安全事
件，应该对过期食品加强监管。

张俊生调研发现，目前我省对
过期食品的处置尚未形成联动和长
效机制，在食品的可溯源系统塑造、
过期食品专用销毁场地建设、过期
食品大数据处理等方面还有欠缺。
过期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仍相对滞

后，对超过保质期食品仅规定了禁
止经营、退出市场、做好相关记录
等，并未涉及实质性的处置，如销毁
的规定。对此，建议制定关于过期
食品管理细则，完善过期食品退市、
召回、销毁和临近保质期食品专区
销售等管理制度，防止不合格食品
回流生产经营环节。同时，建立过
期食品定点定时回收登记制度，利
用食物垃圾发酵产生的沼气来发电
发热，政府应着力兴建多个专用于
销毁和掩埋过期食品的处理基地。

《通知》要求，加大秸秆综合利用特
别是秸秆还田环节政策支持力度，根据
区县（市）秸秆综合利用目标任务，市秸
秆综合利用预拨补贴资金不超过总额
的50%。如秸秆还田作业补贴、秸秆离
田利用补贴、保障秸秆还田离田机具购
置补贴、继续执行“三年行动计划”既定
补贴政策、秸秆离田作业补贴、散煤替
代补贴。

如为保持政策连续性，继续执行市
政府关于秸秆综合利用“三年行动计
划”相关补贴政策，并结合实际予以适
当调整。如秸秆固化成型燃料站建站
补贴，按照年产0.25万吨、投资100万

元，年产1万吨、投资300万元，年产2
万吨、投资590万元的建设标准，分别
按照实际完成投资额度 70%、50%、
30%给予补贴，最高补贴额度分别不超
过70万元、150万元和177万元。省、
市、区县（市）按照1:0.5:0.5比例分担。

为确保2020-2021年度玉米、水
稻秸秆全部出地，剩余暂得不到利用的
秸秆进行离田作业环节补贴（已享受玉
米和水稻秸秆离田利用补贴的除外），
达到作业标准的，省级每亩补贴10元；
鼓励农户增加投入，确保作业后达到待
播状态。出现焚烧秸秆、焚烧残余物情
况的地块，不得发放补贴。

扶持政策
加强秸秆肥料化利用，继续

推广普及保护性耕作技术，鼓励
引导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采取玉米秸秆全量翻埋还田、玉
米秸秆松耙碎混还田、玉米秸秆
联合整地碎混还田、水稻秸秆翻
埋还田、水稻秸秆旋耕还田、水稻
秸秆原位搅浆还田和大豆秸秆还
田及秸秆造肥等方式，提高秸秆
肥料化利用率。

加强秸秆燃料化利用，加快实
施秸秆固化成型燃料、秸秆发电和
秸秆沼气等燃料化利用项目，逐步
扩大秸秆固化成型燃料利用范围，

带动生物质锅炉推广和燃煤锅炉
生物质化改造，提高可再生能源在
能源结构中的比例。

加强秸秆饲料化利用，在畜牧
业基础较好的呼兰、双城、宾县、尚
志等区县（市）积极推广秸秆青黄
贮等技术模式，扩大秸秆饲料化利
用规模。

加强秸秆原料化利用，重点开
发引进秸秆精深加工新企业、新技
术，集中开展可降解秸秆纸膜、秸
秆板材等多元利用项目建设，发展
以秸秆为原料的编织加工业，不断
提高秸秆附加值。

《通知》要求

哈尔滨发布秸秆综合利用实施方案

推广秸秆肥料化利用
增加秸秆还田作业补贴

生活报讯（记者李丹）近日，结合全
国妇联“把爱带回家”2021寒假儿童关
爱服务“四送”活动要求，哈尔滨市妇联
协调黑龙江省贾秀芳慈善基金会，为道
里区、道外区和南岗区的留守儿童和贫
困家庭捐赠了一批新春慰问物资。

据悉，本次活动共计发放物资450
份，总价值近16万元，包括米、面、油、挂
面、熟食等生活必备物品，南岗区妇联还

额外协调了牛奶、苹果、消毒液等物资，
关爱留守儿童和贫困家庭，也让就地过
年的务工人员感受到温暖。

活动爱心小分队将“节日大礼包”和
新春祝福一同送到群众家里，或统一发
放到街道和社区，通过电话回访确保爱
心物资发放到位。哈尔滨市妇联通过各
种形式走访慰问了留守儿童和贫困家
庭。

450份爱心物资
送给留守儿童和贫困家庭

具
体
内
容

省政协委员张俊生：

不让过期食品
回流市场

省政协委员孙飞：

加大体育课比重
到校时间再延后

生活报讯（记者周琳）为进一步提升耕地质量，加快推进秸秆燃料化利用，提高饲料化利用水平，推动秸秆发电、沼气和“秸秆代煤”以及工业原
料化项目建设，哈尔滨市发布了《哈尔滨市2020-2021年度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简称《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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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记者栾德谦）过度
饮酒不但会伤害自己的身体，借着
酒劲闹事更会给出行带来不必要
的麻烦。近日，一男子醉酒后在高
铁列车上吸烟并殴打乘警，被铁路

警方依法刑事拘留，铁路征信系统
也将其录入失信人员名单，180天
内限乘火车。

记者从哈铁警方了解到，16
日下午，在哈尔滨开往北京的

G916次列车上，乘警接到报警称，
列车卫生间内有人吸烟，触发了烟
雾报警装置，乘警立即前往处置。
经过询问，男子冯某承认自己在卫
生间吸烟，乘警发现冯某精神比较
亢奋，胡言乱语，已经处于醉酒状
态。询问过程中，冯某情绪突然失
控，走向列车车厢玻璃门，踢踹玻
璃门及车厢内座椅，并对乘警大打
出手。随后，冯某被乘警制伏，交
由星火站派出所进一步处置。

据冯某交代，其在沈阳站候车
时喝了八两白酒，迷迷糊糊上了高
铁，自以为在卫生间抽烟谁也不会
知道，喝多了情绪也很激动，但悔
之晚矣。

目前，冯某因涉嫌妨害公务，
被北京铁路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同时，因违反在动车组列车上禁烟
管理规定，冯某还将被列入铁路失
信人员名单，180天内限制乘坐火
车。

醉酒男高铁吸烟殴打乘警
刑拘! 半年限乘火车

黑龙江农垦龙信产权交易有限公司
黑龙江农垦宝隆拍卖有限公司 联合公告
黑龙江农垦龙信产权交易有限公司、黑龙江农垦宝

隆拍卖有限公司共同接受委托，定于2021年2月24日上
午9时30分在中拍平台举行公开拍卖会。

拍卖标的为：
1、黑龙江省八五一一农场132林班5小班、133林班

22小班、101林班9小班落叶松，参考价格139.5万元。
有意竞买者请携带身份证、营业执照及相关资质，

交纳30万元竞拍保证金于2021年2月23日11时30分前
到我公司办理竞买手续。

联系地址：哈尔滨市香坊区珠江路29号8楼806室
展样时间：2021年２月18日—2021年２月23日11时
展样地址：黑龙江省八五一一农场
联系电话：0451-55195722转分机8001 13845081668

黑龙江信达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接受委托，依法公开拍卖金龙
牌、宇通牌客车及威麟牌、江铃全顺牌机动车共计13辆。请有意竞
买者持有效证件及竞买保证金到我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登记截止时间：2021年2月25日16时
拍卖时间：2021年2月26日10时
展样时间（地点）：即日起（标的物所在地）
竞价网址：http://paimai.caa123.org.cn
咨询电话：0451—51911012、51916555 微信号：xindapaimai
公司地址：哈尔滨市道里区上海街6号海上银座A栋22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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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拍卖公告订版热线：18604604113

分类广告
中缝声明
企业招聘

QQ/微信:80451

业务办理电话:
15504651777
89682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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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
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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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

疫情不挡茶香，
冬季来临，茶来袭。
沁园茶庄疫情期
间推出几款特惠
古树茶。
普洱生茶：
邦葳纯料古树茶、临
沧南迫古树茶、易武
正山老树茶饼、老班
章普洱茶、布朗山纯
料饼、乔木青饼、大
雪山生饼、千家寨古
树茶。
普洱熟茶：
班章金毫、南糯山七
子饼、宫廷贡饼、景
迈老树茶、07宫廷
散、勐海大叶散、糯
香小坨。

联系电话:
13204518939
广告勿扰

普洱茶

生活报讯（张方洲 韩勇 记者
栾德谦）16日14时许，鸡西边境
管理支队平阳边境派出所接到多
起报警求助，受寒潮降温影响，鸡
东县境内降雪并伴有7级大风，鸡
东至凤凰山公路被雪封堵，数十
辆车受困达四小时之久，有多名
老年乘客出现身体不适症状。

据鸡西边境管理支队平阳边
境派出所民警辛亮介绍，16日14
时许，他们接到多名群众求助电
话，“在新发至新城段公路，受大
雪封堵长达四小时之久。”接警

后，多名警力携带清雪工具到达
现场。由于现场风大、路滑，开车
无法接近受困车辆，民警徒步两
公里到达受困位置，经过民警与
乘客的努力，受困较轻的车辆被
解救出来，人员也得到妥善安
置。之后，民警逐个对车辆受困
人员进行安抚，联系清雪车辆，17
时左右，两台清雪车到达现场。

据了解，通过民警的努力，共
解救受困小型车辆10余台次，客
车2台次，现场无人员受伤，无交
通事故，无车辆受损。

鸡东大雪封路

民警步行两公里 救援10余辆车余辆车

生活报讯（记者黄迎峰）17日
上午，哈尔滨市香坊公安分局幸福
派出所在组织警力对辖区重点区
域、重点场所开展“地毯式”排查清
查行动中，在某仓库门前，发现有人
正在此处装卸烟花爆竹，并且卸货
的仓库总有人进出，巡逻民警立即
上前询问情况，现场将货主王某进
行控制。

经询问，违法行为人王某供述，
他于2月16日晚在外地购买烟花
爆竹，连夜用车辆运输至哈尔滨市，
并通过转发朋友圈的方式吸引购买
者，在租的库房内违法销售烟花爆

竹赚取差价，前来购买烟花爆竹的
顾客也是络绎不绝。幸福派出所将
此情况向分局治安大队汇报，治安
大队民警依法对现场的烟花爆竹进
行清查。经民警现场查验，缴获烟
花爆竹共计 588 箱，价值近 17万
元。

目前，违法行为人王某已被警
方依法行政拘留，涉案烟花爆竹已
被依法收缴，案件正在进一步工作
中。民警提示广大烟花爆竹经营
者，要依法依规经营，要在安全和合
法正规的地点储存、运输、销售烟花
爆竹，否则将面临法律的制裁。

男子外地连夜运588588箱烟花箱烟花爆竹爆竹
发朋友圈找买家
仓库卸货时被民警抓个正着

生活报讯（记者何兴丽）
16日 20时 40分，男子万某某
驾驶白色丰田牌小型越野客
车，沿绥满高速公路由哈尔滨
往牡丹江方向，行驶至阿城收
费站出口时，因涉嫌实施驾驶
证被吊销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
行为，被正在开展酒驾集中整
治的黑龙江省高速公路交通管
理局哈牡大队民警当场抓获，
并进一步调查。

经查，2020年11月13日,
万某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哈
尔滨市公安局立案侦查，现处
于取保候审期间，并被哈尔滨
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吊销机
动车驾驶证。

经调查询问，违法行为人
万某某如实陈述其实施驾驶证
被吊销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
为。最终，哈牡大队对万某某
处以罚款2000元，治安拘留15
日的行政处罚。

涉嫌危险驾驶
取保候审
还敢无证上高速
男子被罚2000拘15天

精彩提案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