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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记者李丹）为将垃圾
分类工作融入到疫情防控工作中，哈
尔滨道外区南马办事处结合实际，扎
实开展垃圾分类工作，做到疫情防控
期间垃圾分类不放松。

南马办事处在加强对垃圾桶、
收集车、楼道进行固定消毒工作的
同时，又加大对周边环境的消杀保
洁力度。严格按照小区生活垃圾定
时定点进行投放，同时，严格按照疫
情防控隔离家庭生活垃圾收运工作
提示，社区、物业固定专人上门收集
隔离家庭生活垃圾，密切关注在收

运过程中垃圾抛洒滴漏现象，及时
做好楼道的全面消毒工作。

道外区南马街道

疫情期间垃圾分类同步消杀

生活报讯（记者李丹文/摄）电话机又称固
定电话，是一种可以传送与接收声音的远程通
信设备。电话机也是有寿命限制的，那废旧的
电话机属于什么垃圾呢？据悉，废旧电话机属
于可回收物。电话机是电子废弃物（电子垃
圾），电子废弃物属于可回收物的一种，小型电
器电子产品可按照可回收物的投放方式进行投
放。因此废旧的电话机属于可回收物，废弃后
请投入蓝色可回收物容器内。

废旧的电话机
属于什么垃圾

生活报讯（记者李丹）记者从省
青基会获悉，从12月份被纳入“情暖
童心·乡伴童行”公益项目活动以来，
集贤全县80名留守儿童得到了学习、
陪伴等多方面的服务，这个假期，留守
孩子们的心里暖暖的。

据悉，去年12月中旬，在集贤中
心校举行了集贤共青团“情暖童心·乡
伴童行”公益项目启动仪式暨新年联
欢会，集贤中心校的留守儿童和青年
志愿者共计60余人参加。在联欢会
上，孩子们精心准备了丰富多彩的节
目，还和大哥哥大姐姐们做起了游戏，
志愿者们给孩子们送去了新年礼物，
让孩子们完全融入了“乡伴童行”的大
家庭中。同时，志愿者为孩子们做了
心理辅导和疫情期间安全知识讲座，

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平安健康的假期。
在陪伴阶段，志愿者们在做好防疫措
施的前提下，来到全县80名留守儿童
的家中，发挥各自所长，教小朋友英
语、讲解数学题、指导寒假作业。学习
间歇，志愿者们还陪小朋友们玩各种
有意义的游戏、下棋等。

“每年春天过后，爸妈都出去打
工，真希望能把春天留住，这样就能一
直和他们在一起了。”纯真的笑脸和童
真的话语，道出了留守儿童简单而朴
实的梦想。寒假期间，为让留守儿童
感受社会大家庭的温暖，集贤各级团
组织、少先队组织开展了“情暖童心·
乡伴童行”关爱留守儿童志愿服务活
动，通过学业辅导、亲情陪伴、自护教
育、思想引领、心理辅导等形式，组织
大学生志愿者利用假期返乡的时间，
实施假期社会公益实践服务，陪伴家
乡留守儿童度过一个安全、快乐、有意
义的假期生活。

团集贤县委从2018年寒假起，共
开展“乡伴童行”志愿服务活动三期，
累计服务487名留守儿童，它的存在
是千百颗留守儿童心目中明亮的灯
塔，亦是梦想远航的风帆。3年来，在
志愿者们不断的参与中，该项目在解
决集贤县贫困留守儿童正在面临的生
活失助、亲情失落、学业失教、心理失
衡等诸多问题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教英语 讲数学题 指导作业

80名留守儿童温暖过寒假

小区封闭，近百名物业员工打地铺服务

贴春联 送年夜饭 业主有事随叫随到

生活报讯（实习生郝天朔 记者黄迎峰）1月31日，哈尔滨市宝宇物业根据政府防疫
政策，对宝宇荣耀天地全小区1700余户业主实施14天的居家封闭隔离。封闭期间，业主
们有什么需求、疑惑、困难，微信群里的物业人员马上落实，就这样，1700余位业主与近百
名物业工作人员过了一个特殊的春节。解除封闭隔离后，21日，记者走进该小区，听他们
讲述特殊春节发生的暖心故事。

“消杀是隔离期间的重中之重，我们一点
都不敢放松”。宝宇物业三公司项目经理张婷
婷对记者说，工作人员每天都要对小区各公共
区域进行三次以上全面消杀消毒，针对每部电
梯轿厢采用智能紫外线消毒机专项消毒，对庭
院、地库区域采用弥雾机和智能消毒喷雾机等
消毒设备消毒，水箱房等重要设备间重点消
毒。业主王女士对记者说：“在家隔离的时候，

我就看物业员工们跑上跑下的消毒，我们业主
也就放心不少。”

除此之外，1700余户业主隔离在家，产生
的生活垃圾可不是个小数目。为了保证业主
安全，物业员工清运垃圾要做到日产日清，并
进行全面消毒，还要设立垃圾存放点，警戒线
围挡，粘贴警示标识，以免转运过程中他人误
碰。

每天清运1700余户生活垃圾

冰城垃圾分类进行时

为全力保障小区封闭期间
1700 余户业主的正常生活所
需，物业跟社区沟通，每天 9：
00-17：00将业主订购的物品进
行统一存放、消毒、配送，每天要
运送物资、外卖、快递 2000 余
份，“工作人员送完物资后，脱掉
防护服，里面的衣服都湿透了。”

张婷婷告诉记者。由于事发突
然及环境条件有限，宝宇物业90
余名员工全部在岗，晚上睡觉
时，只能打地铺。即便这样，物
业全体员工没有一句抱怨，就想
通过贴心的服务，让业主们舒
心，做到“业主在门里，我们就在
门外，随叫随到。”

“我们就在门外，随叫随到”

“听说咱们小区还要封闭很
多天，是真的吗？”“咱们小区不
会一直隔离吧？”像这样的问题，
物业管家们每天都要在微信里
解答无数次。网上出现谣言，为
防止业主们恐慌，物业管家将收
集到的政府文件信息、防范措

施、注意事项等加以整理发到朋
友圈和业主群内，让业主安心。

“手机上说啥的都有，给我吓够
呛，多亏了物业管家帮我解释，
告诉我这些事儿的真假。”刚学
会用智能手机的张大妈告诉记
者。

收集信息、防范措施等让业主安心

“这些年，物业收到很多锦
旗，但这面锦旗是最特殊的！”张
婷婷指着墙上的锦旗对记者
说。这面锦旗是一位独居老人
的家属送来的，这次隔离正赶上
春节，物业工作人员了解到，小
区一位独居老人儿女无法回家
过年，工作人员便在大年三十给
老人送上热腾腾的饺子和菜
肴。老人感动地一边擦着泪水

一边对着物业管家说：“谢谢孩
子们了。”不仅如此，物业员工们
还为业主送上物业新春礼品、给
不在家过年的业主粘贴春联。

张婷婷告诉记者，在14天
的隔离时期，物业工作人员24
小时闻声而动。14个日日夜夜，
他们用自己的行动保证了业主
的安全，让全体业主住的安心，
生活放心。

帮业主贴春联 给独居老人送饺子

生活报21日讯（龙头新闻记者那可 郭
铭华 记者张立）圆满完成各项议程，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第十二届委员
会第四次会议21日上午在哈尔滨国际会议
中心环球剧场胜利闭幕。会议选举韩立
华、曲敏为政协黑龙江省第十二届委员会
副主席。

9时，在省政协副主席郝会龙的主持
下，省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召开第二次全
体会议。会议通过了选举办法、总监票人
和监票人名单，并进行大会选举，选举政协
黑龙江省第十二届委员会副主席、常务委
员。

随后，会议进行了表彰活动，省政协副
主席赵雨森宣读了《关于表彰黑龙江省
2020年度“政协工作创新奖”获奖单位的决
定》《关于表彰2020年度省政协履职优秀
委员的决定》《关于表彰省政协十二届三次
会议优秀提案的决定》。

10时30分，大会举行闭幕会。省政协
主席黄建盛主持会议。

省政协副主席郝会龙、赵雨森、宫晶
堃、张显友、马立群、刘睦终、庞达、迟子建
及秘书长夏立华出席会议并在主席台前排
就座。

省领导张庆伟、胡昌升、陈海波、张安
顺、李海涛、傅永国、王永康、张雨浦、王兆
力、贾玉梅、张巍、陈安丽、聂云凌、胡亚枫、
宋希斌、李显刚、孙珅、谷振春、范宏、孙东
生、沈莹、徐建国、李毅，省法院院长石时
态，省检察院检察长高继明在主席台就座。

会议宣布选举结果：韩立华、曲敏当选
政协黑龙江省第十二届委员会副主席；王
钢、刘春波、许龙川、孙占峰、孙明涛、杨毅、
辛忠德、张涛、项义军、秦恩亭、郭雪梅当选
政协黑龙江省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

大会还听取了宫晶堃作的省政协十二
届四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通过了
省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决议。

黄建盛指出，省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
的成功召开，得益于中共黑龙江省委的坚
强领导，得益于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及有
关方面的大力支持，得益于广大委员主体
作用的充分发挥。在疫情防控形势复杂、
会期压缩、节奏加快、任务较重的情况下，
广大委员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把开好会议
作为重要履职内容，自觉弘扬良好会风，严
格遵守会议纪律。现场参会和线上参会的
委员，都积极通过提案、小组讨论、远程协
商等形式发表意见、交流思想、建言献策、
增进共识，充分展示了政协委员为国履职、
为民尽责的使命担当，充分彰显了社会主
义协商民主的蓬勃生机，是一次民主、团
结、务实、奋进的大会。

黄建盛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开启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第一年。站在新
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在
中共黑龙江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加强专门
协商机构建设，更好建言资政、凝聚共识，
为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新龙江作出新的贡献，以优异
成绩向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献礼。

11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闭幕。

省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胜利闭幕
张庆伟胡昌升等出席 黄建盛主持

韩立华曲敏当选省政协副主席

男，汉族，1963年6月生，
黑龙江尚志人，1986年8月参
加工作，1992年11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黑龙江大学经济管
理专业在职大专毕业，高级管
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研究员
级高级农艺师。

1983.09——1986.08 佳
木斯农业学校园艺专业学习

1986.08——1992.01 黑
龙江省哈尔滨市农业科学院
研 究 所 技 术 员（ 其 间 ：
1990.09——1993.07 黑 龙 江

大学经济管理专业在职大专
学习）

1992.01——1993.03 黑
龙江省哈尔滨市农业科学研
究所饮料厂副厂长

1993.03——1994.09 黑
龙江省哈尔滨市农业科学研
究所钢管厂厂长

1994.09——1998.12 黑
龙江省哈尔滨市农业科学研
究所副所长

1998.12——2003.02 黑
龙江省哈尔滨市农业科学研
究所所长

2003.02——2006.12 黑
龙江省哈尔滨市农科院院长、
党委书记

2006.12——2009.03 黑
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委副
书记、区长

（2006.04——2008.07 哈
尔滨工业大学高级管理人员
工商管理专业在职学习，获高
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学
位）

2009.03——2010.07 黑
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委书
记

2010.07——2012.06 黑
龙江省哈尔滨市正厅级干部、
省援疆干部副领队兼前方指

挥部副总指挥，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十师党委副书记、副师长

2012.06——2013.07 黑
龙江省哈尔滨市正厅级干部、
省援疆干部副领队兼前方指
挥部副总指挥，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十师党委副书记、师长，
北屯市委副书记、市长

2013.07——2015.08 黑
龙江省哈尔滨市正厅级干部、
省援疆干部副领队兼前方指
挥部副总指挥，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十师政委，北屯市委书记

2015.08——2016.02 黑
龙江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党
组副书记、监事会主任

2016.02——2016.03 黑
龙江省绥化市委副书记、代市
长（2016.03任）

2016.03——2016.12 黑
龙江省绥化市委副书记、市长

2016.12——2020.12 黑
龙江省绥化市委书记，市人大
常 委 会 主 任（2017.01 任 ，
2017.12免）

2020.12——2021.01 黑
龙江省政协副主席候选人，绥
化市委书记

2021.01—— 黑龙江
省政协副主席候选人、党组成
员，绥化市委书记

曲敏同志简历

男，汉族，1963 年 11 月
生，黑龙江兰西人，1989年 7
月参加工作，1986年6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东北师范大学人
文地理专业研究生毕业，管理
学博士。

1982.09——1986.09 东

北师范大学地理系经济地理
专业学习

1986.09——1989.07 东
北师范大学地理系人文地理
专业硕士研究生

1989.07——1991.09 黑
龙江省计划委员会国土综合
开发规划处科员

1991.09——1993.03 黑
龙江省计划委员会国土综合
开发规划处副主任科员

1993.03——1996.07 黑
龙江省计划委员会综合计划
处主任科员

1996.07——2000.06 黑
龙江省计划委员会国民经济
综合处副处长

2000.06——2004.02 黑
龙江省发展计划委员会国民
经 济 综 合 处 处 长（其 间 ：
2001.03——2001.07 黑龙江
省委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
学习）

2004.02——2009.06 黑
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

巡视员
（2003.09——2006.06 哈

尔滨工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管
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在职研究生
学习，获管理学博士学位）

2009.06——2012.10 黑
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
主任

2012.10——2013.01 黑
龙江省七台河市委副书记、代
市长

2013.01——2015.04 黑
龙江省七台河市委副书记、市
长

2015.04——2015.07 黑
龙江省大庆市委副书记、代市
长

2015.07——2017.02 黑
龙江省大庆市委副书记、市长

2017.02——2020.12 黑
龙江省大庆市委书记、市长
（2017.06免）

2020.12—— 黑龙江省
政协副主席候选人、党组成
员，大庆市委书记

韩立华同志简历

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
一元养老公司
招自理、半自理卧床老人，吃的好，住的
好，玩的好，照护好，交通便利，配套齐全，
药店、洗衣房、食堂、护士站、老年大学、
琴棋书画特色班、24小时热水、冰箱、互
动电视、无线网络等。哈西红星城3号楼
电话:0451-51025111/13936510333
乘坐57.58.82路区间车直达

以下所有刊登的相关信息，仅提供咨询，如有
交易请慎重并到相关部门核实证件，否则后果自
负，本报不承担任何责任，投资有风险需谨慎。

信用卡信用卡
各类疑难贷款
房产抵押贷款
无抵押贷款

(以上正规银行放款）

贷
款
电话:15303605373咨

询

宾馆出租出售
道里东风街89号，建面5300平米，楼层-1到7
层，8层共计122间客房，地下室1层可做餐厅。
李先生：18545620356

百业信息

QQ/微信:80451

业务办理电话:
15504651777
89682777

生
活
报

生
活
报

分类广告
中缝声明
企业招聘

丢失声明
★ 哈尔滨中顺出租车有限公
司，车牌号：黑A62H3T，车辆品
牌：起亚福瑞迪，不慎将车辆行
驶证丢失。

特此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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