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报22日讯（龙头新闻记者曹
忠义 王传来 闫紫谦 薛立伟）22日下
午，在圆满完成各项会议议程后，黑龙
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
议胜利闭幕。

张庆伟主持会议。
大会主席团成员在主席台就座。

本次大会执行主席张庆伟、胡亚枫、宋
希斌、李显刚、孙珅、谷振春、范宏、宋
宏伟、张恩亮、马里、曲敏、李大义在主
席台前排就座。

省领导胡昌升、黄建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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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东生、沈莹、徐建国、李毅、郝会龙、赵
雨森、宫晶堃、张显友、马立群、刘睦终、
庞达、迟子建、韩立华，省法院院长石时
态，省检察院检察长高继明，以及其他
副省级领导在主席台就座。

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现有代
表572名，出席第三次全体会议的代
表510名，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首先表决通过了黑龙江省第
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选举
和表决办法，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
随后，进行大会选举。

根据计票结果，胡昌升当选为黑
龙江省人民政府省长，张巍当选为黑
龙江省监察委员会主任，宋宏伟当选
为黑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秘书长，于志伟等12人当选
为黑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委员。

会议表决通过了黑龙江省第十三
届人民代表大会部分专门委员会主任
委员名单。

会议表决通过了黑龙江省第十三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政府
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黑龙江省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的决议、关
于黑龙江省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1年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关于黑龙
江省2020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21年
预算的决议、关于黑龙江省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
于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
决议、关于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工作
报告的决议。

会议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新当选
的15名同志向宪法宣誓。胡昌升领
誓。

张庆伟在闭幕会上作了讲话。他
指出，黑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五次会议，经过全体代表和与会同志
的共同努力，圆满完成了各项议程。全
体代表肩负全省人民重托，认真履职尽
责，广泛凝聚共识，积极建言献策，展现
了饱满的政治热情，体现了强烈的责任
担当，开出了一次团结民主、求真务实、
催人奋进、风清气正的大会，必将激励
和鼓舞全省上下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
创新，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昂扬的
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积极投身现代
化新龙江建设伟大实践。

张庆伟指出，2020年是极不寻
常、极不平凡的一年。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省
上下齐心协力战疫情、促发展、抓改
革、保民生、稳大局，抗疫斗争取得重
大战略成果，“三大攻坚战”取得决定
性成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历史
性成就，“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这
些成绩的取得来之不易、成之惟艰。
实践再次证明，有习近平总书记作为
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领航掌舵，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保
障，有全省人民的众志成城、拼搏奋
斗，我们就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
种风险挑战，把龙江的事情办得更好。

张庆伟强调，今年是实施“十四
五”规划、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年，是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我们要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
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以及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
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
有机统一，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

贯彻新发展理念，自觉全面融入新发
展格局，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实担
起维护国家“五大安全”政治责任，巩
固拓展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
果，加快推进龙江全面振兴，确保“十
四五”开好局、起好步。

张庆伟强调，要更加旗帜鲜明讲
政治，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胸怀“两
个大局”、心系“国之大者”，不断提高
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
力，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
一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对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
工作的重要指示，深入开展中共党史
学习教育，确保人大工作始终沿着正
确政治方向前进。

张庆伟强调，要更好担负起时代
赋予的重任，紧扣“十四五”时期和今
年各项目标任务，依法履职尽责、主动
担当作为，积极推动高质量发展，围绕
农业现代化建设、转方式调结构、现代
服务业发展，统筹推进有关法规立改
废释工作，找准我省融入新发展格局
的着力点和突破口，聚焦推动重大决
策、重大改革、重大项目落地见效开展
调研视察监督工作，加快推动全面振
兴取得新突破。

张庆伟强调，要更加坚守人民情
怀，及时了解人民群众想什么、忧什
么、盼什么，推动解决就业、社保、教
育、医疗、养老等群众切身利益问题，
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
人民。积极服务常态化疫情防控，强
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构建有效应对
疫情的法规体系，完善社会治理体系，
提高治理能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
黑龙江、法治黑龙江，不断增强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张庆伟强调，全省各级党委要加
强和改进对人大工作的领导，支持和
保障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履职。各级
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围绕振兴发展大
局，担负起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职
责。各级“一府一委两院”要自觉接受
同级人大监督，认真执行落实人大及

其常委会决议决定和审议意见，办理
好人大代表的议案建议。全体代表要
当好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纽
带，争当本职岗位的先锋模范，为建设
现代化新龙江贡献力量。

胡昌升作了表态发言。他说，大
会选举我为省人民政府省长，我深感
责重千钧、使命光荣，衷心感谢大家的
信任和重托。我一定把讲政治摆在首
位，做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总书记对东北振兴、对黑
龙江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让党中央大政
方针和省委各项决策部署在龙江大地
落地生根。我一定把责任扛在肩上，
做到“苟利社稷，不顾其身”。坚持向
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聚焦发力，自觉地
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
永葆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韧劲，切实
当好发展的推动者、实践者。我一定
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做
到“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把为民造
福作为政府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
点，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切实解决好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
我一定把纪律挺在前面，做到“君子检
身，常若有过”。严格遵守党章和党规
党纪，自觉接受人大法律监督、政协民
主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严于律
己。我将和全省干部群众一道，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务实创
新，砥砺奋进，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新龙江作出更大贡献！

会议号召，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锐意进取、担
当实干，发扬为民服务、无私奉献的孺
子牛精神，创新发展、攻坚克难的拓荒
牛精神，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老黄牛
精神，奋力推进龙江全面振兴，以优异
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

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胜利闭
幕。

省十三届人大五次会议胜利闭幕
张庆伟主持并讲话 胡昌升当选为省长

男，汉族，1963年12月生，江西
高安人，1986年7月参加工作，1986
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山东大学中
国古代史专业在职研究生毕业，历史
学博士，副教授。

1982.09——1986.07 成都地质
学院资源与经济系地质矿产调查专
业学习

1986.07——1991.01 成都地质
学院地质矿产勘察系教师，团总支副
书记、书记

1991.01——1993.03 成都地质
学院地质矿产勘察系学生党支部书
记

1993.03——1994.01 成都地质
学院地质矿产勘察系党总支副书记

1994.01——1997.02 成都地质
学院资源与经济系党总支副书记

1997.02——2002.11 成都地质
学院资源与经济系党总支书记

（1995.09——1998.07 四 川 联

合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研究
生课程班学习；1998.12——2002.11
挂职任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副区
长）

2002.11——2003.01 四川省荥
经县委书记

2003.01——2004.02 四川省荥
经县委书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2000.09——2003.12山东大学
中国古代史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获
历史学博士学位）

2004.02——2005.10 四川省雅
安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2005.10——2006.01 四川省雅
安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汉源县委
书记

2006.01——2006.10 四川省雅
安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汉源县委
书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2006.10——2006.11 四川省遂
宁市委副书记

2006.11——2007.02 四川省遂
宁市委副书记、代市长

2007.02——2012.02 四川省遂
宁市委副书记、市长

2012.02——2012.04 四川省甘
孜州委副书记（正厅级）

2012.04——2015.06 四川省甘
孜州委书记

2015.06——2017.07 青海省委
常委、组织部部长

2017.07——2019.02 福建省委
常委、组织部部长

2019.02——2020.09 福建省委
常委、厦门市委书记

2020.09——2021.01 福建省委
副书记、厦门市委书记

2021.01——2021.02 黑龙江省
委副书记、省政府党组书记

2021.02—— 黑龙江省委
副书记、代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

第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

胡昌升同志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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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2
法定要求偿债书
致：金东涛先生

地址：香港九龙美孚新村百老汇街
41号8楼C室

现特通知，债权人群益证券(香港)
有限公司，地址为香港皇后大道中183
号中远大厦 32 楼 3204-07 室，已于
2020年12月01日发出“法定要求偿
债书”。

债权人要求你偿付港币$11,539,
990.67元，此笔款项须立即偿付（根据
高等法院于2018年08月02日作出的
判决而要求偿付）。

根据高等法院就案件编号 HCA
1614/2016就原告与金东涛（即第二被
告）的判决，判定你须向原告债权人支
付港币 8,569,868.29 元及其利息(从
2016年 8月31日至2018年 8月2日
利息按年利率8.25%计算，此后利息按
法定利率计算)，直至全数偿付为止；原
告的讼费由第二被告承担(若双方未能
同意，则讼费有待评定)。

本要求偿债书是重要的文件，本要
求偿债书在报章刊登之首日，须视作本
要求偿债书送达给你的日期。你必须
在本要求偿债书送达给你起计的42天
内处理本要求偿债书，你可偿付所列债
项，或尝试与债权人达成和解，否则你
可被宣告破产，而你的财产及货品亦可
被取走。如你认为有令本要求偿债书
作废的理由，应在本要求偿债书送达给
你起计39天内，向法庭申请将本要求
偿债书作废。如你对自己的处境有任
何疑问，应立即征求律师的意见。

本要求偿债书，可于下述地点索取
或查阅。

姓名/名称：苏龙律师事务所
地址：香港铜锣湾新宁道8号中国

太平大厦1&2期15字楼
债权人（之代表律师）：苏龙律师事

务所
电话：3107 1122
档号编号：LP-16831
自本要求偿债书首次在报章刊登

之日起计，你祗有42天的时间，之后债
权人可提出破产呈请。如欲向法庭申
请把本要求偿债书作废，你必须在本要
求偿债书首次在报章刊登之日起计
39天内，向法庭提出申请。

起始日期(1)

2018年8
月2日

由 2016 年
8 月 31 日
至 2018 年
8月2日

由 2018 年
8 月 3日起
至 本 法 定
要 求 偿 债
书 的 日 期
(于2020年
12 月 01 日
发出)

债务说明(2)

债 务 人 根 据
2018 年 8 月 2
日聆案官黄敬
华 的 判 决
(HCA 1614 /
2016)，须向债
权人偿付的判
定债项(“判定
债项”)
由 2016年 8月
31 日 至 2018
年 8月 2日，判
定债项按年利
率 8.25％计算
所带有利息

由2018年 8月
3 日起至直至
全数偿付判定
债项为止，判定
债项按法定利
率计算所带的
利息

债务总额:

截止此日期的须
付金额(3)

HK$8,569,868.29

HK$1,359,791.57

HK$1,610,330.81

HK$11,539,990.67

寻人启事
徐艳，1961年 9月 2日出

生，身高159厘米，身份证件编
号 230105196109293028，家
住哈尔滨市道外区团结镇百莱
村，于1989年 2月 15日后失
踪，其家人已到派出所登记走
失，希望本人看到后速与家人
联系，也希望知情人提供线索。

声明人：于国和
联系电话：15104514605

QQ/微信:80451

业务办理电话:
15504651777
89682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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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7现场 15604668136新闻热线

生活报讯（杨鑫有 记者王萌）近日，
七台河市一18层居民楼楼顶存放的废旧
纸壳突然起火，幸好被当地巡逻民警发现
后及时扑灭。经初步调查，疑似附近广场
燃放礼花，火花蹿上楼顶引发火情，由于扑
救及时未造成人员和财物损失。

“楼顶怎么有火光？什么东西起火了！”
15日18时许，七台河市公安局桃山分局巡
逻大队在巡逻中发现，银泉小区高层住宅楼
顶突然起火。执勤民警见状，快速反应，立
即前往火灾现场，秒变“救火员”及时参与灭
火工作，遏制了火势的进一步蔓延。

当天下午，参与巡逻的朱百成发现辖
区内高层住宅楼18层楼顶冒出浓浓黑烟，
闪烁着明火，情况危急。带班民警陈浩立
即带领朱百成、田野、刘洋利、许浩四名巡
逻队员赶赴火灾现场，同时拨打119火警
电话报警。

陈浩等人到达现场后发现单元门紧闭
无法打开，火灾现场情况尚不明确，为防止
火势蔓延，队员朱百成强行打开单元门，由
于涉火住宅楼层为18层，且无法叫开电
梯，陈浩带领朱百成、田野、刘洋利用消防
楼梯迅速爬向起火楼层，队员许浩在楼外
负责接应消防队员。

到达起火地点后，民警发现火源在高
层顶楼，顶楼堆放了大批的废纸壳、废塑料
等可回收旧物，怀疑是被广场居民燃放礼
花引燃的，顶楼风势较大且无消防栓和灭
火器等救援设备，情况危急。

火场灼热的温度将民警炙烤得满身大
汗，纸壳、塑料燃烧的焦味与黑烟呛得民警
们睁不开眼，民警无暇顾及自身安危，就地
取材，用地上的破旧地板砖和残雪进行灭
火，由于天气寒冷，参与灭火的队员手都被
冻僵。同时，陈浩将该楼层住户房门敲开，
经与住户沟通说明情况后，该楼层两户居
民用器皿负责接水，民警对火源洒水扑救，
为控制火势蔓延争取了时间。

很快，七台河市应急救援队赶到现场
与民警一起将火扑灭，15分钟后，消防员
和民警确认没有复燃的情况后才安心撤离
现场。

据警方介绍，起火点位于楼顶的边缘
位置，处于女儿墙的外延，类似于下阳台的
雨搭，楼顶阁楼租住户老人在此处存放废
旧纸壳等可回收物品，而楼下就是银泉广
场，过年期间居民在此处燃放礼花，疑似礼
花蹿到楼顶将纸壳点燃，事发原因还在调
查中。

生 活 报 讯 （记 者 何兴
丽）22日13时30分许，哈牡
高速与哈尔滨绕城高速互通
区堆放了一大片纸箱子，咋
回事？原来是一辆重型半挂
牵引车上有货物散落在大型
车车道内，为避免造成交通
隐患，黑龙江省高速公路交
通管理局哈双大队勤务一中
队民警杨旭东等人立即前往
处置。

到达现场后，民警第一时
间进行防护处理，并帮助车主

将散落的货物移至安全区
域。据了解，重型半挂牵引车
上拉载的是育苗专用的箱盘，
由于货物在装载过程中疏于
横向固定，运输途中车辆转弯
造成车辆货厢损坏，货物散
落，散落的货物正等待其他车
辆转运。

黑龙江高速交警提醒广
大驾驶人，货车出发前一定仔
细检查货物是否妥善固定，行
驶中减速慢行，避免不必要的
人财损失。

大挂车装货没固定

一个转弯 货物撒一地

生活报讯（记者李丹文/摄）22日凌
晨4时，哈尔滨市迎来了春节后的第二场
降雪。虽然降雪量不大，但降雪时间临近
交通早高峰，如不能马上清扫，将影响道
路通行能力。为此，哈尔滨市清雪大军即
下即扫即运。当日，记者走访了道外区、
香坊区、道里区、南岗区，清雪人员作业有
序、清运高效。

“我们凌晨3点出来的时候还只是零
星小雪，四点多的时候就渐渐大了起来，
时间紧任务重，我们边下边清，一刻不能
松懈，必须在7点前完成主干路的清扫任
务，保证早晨道路通畅。”记者在道外区遇
到正在作业的张玉彬，其边清扫地上的积
雪边向记者介绍说。

记者了解到，张玉彬是道外区城管局
清扫保洁二队的一名一线环卫工人，主要
负责清扫南直路道外区域内的部分路段，

“降雪接近早8时逐渐停止，虽然雪已停，

但清冰雪的工作还要继续，我们要配合滚
刷车将路边积雪攒堆，再配合机械将小堆
攒成大堆，统一收运。清理车行道的同
时，还要同步清理人行道上的积雪，特别
是公交站台、天桥、居民出行的重要交通
节点，都要及时清扫，给大家出行提供便
利。”

为确保道路交通通畅，环境卫生整洁
有序，针对此次降雪，道外区城管局第一
时间组织机械、车辆、人员投入到此次清
冰雪工作，辖区内循环作业，确保清雪覆
盖面和作业效率。采取“边清边运”的方
式，不间断对主次干路、重点区域进行扫、
推、铲、运一体化组合作业，迅速打通快速
路。截至目前，道外区各条主干街路已基
本完成清扫工作，并向次干路及背街背巷
延伸。

22日早高峰，交通并未受到此次降
雪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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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层楼顶纸壳着了
礼花惹的祸？
巡逻民警秒变“消防员”成功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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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降雪即扫即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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