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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球人才竞争日趋激
烈，“全球竞争力”已成为高层次人
才的重要能力和素质。深入推进研
究生培养国际化，是提高研究生培
养质量、支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和提升国家综合竞争实力的重要
举措。

研究生公共英语作为研究生学
位课，肩负着国际化人才培养的重
要使命：以立德树人为目标，将

“学术化”和“国际化”作为课程建
设核心，全面提高学生的国际传播
与交流能力。在此背景下，哈尔滨

工程大学外语系研究生公共英语教
研部主任梁红，带领团队 18名教
师，发挥党员示范引领作用，深度
研究学术英语教学教法，基于国际
化人才培养需求，构建了以“船海
核”为特色的学术英语教学体系，
不断提升研究生人才培养质量，关
注学生的人文素养和专业素养，提
升文化自信，培养科学精神，激发
学生科技报国、海洋强国的家国情
怀和使命担当，助力他们将中国科
技声音传播得更远。

为了能够提升学生的国际学术

交流能力，课程负责人梁红带领周
薇薇、杨红、姜辛歆及阮亚妹四名
核心团队教师，将积累多年的教学
内容精心梳理，完成高质量的《学
术交流英语 （理工版）》 慕课建
设，得到业界专家认可，上线智慧
树、学堂在线国内平台，并入选教
育部在线教学国际平台学堂在线国
际版。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
在2020年4月20日学堂在线国际版
发布会上指出，“‘学堂在线’国际
版上线，标志着首批高等学校在线教
学国际平台面向全球正式推出”。平

台上线的是一批代表中国质量、具备
世界水准的优质课程，旨在成为中国
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对外展示、交流与
应用的平台，推动中国高质量高等教
育教学资源的全球共享。

《学术交流英语》是哈尔滨工程
大学目前入选国际版的5门课程中唯
一的语言类课程。通过平台，该团队
让全球的学生、学者都有机会看到具
有中国质量的优质课程，获得更多实
用、有价值的内容。在今后的教学路
上，她们会倍加努力，为中国科技人
才的培养贡献自己的力量！

哈尔滨工程大学外语系研究生公共英语教研部团队
——胸怀祖国，厚植学术，助力海洋强国

江士坤说：“现在所有职
工最盼望的就是公司能尽快
回到正轨，此前公司处于正
常运转中，现在恢复经营立
即会恢复原来的状态，希望
上级领导能从企业的发展角
度出发，尽快捋顺管理责任，
不管是盐业集团还是当地政
府，拿出解决办法，只要企业
能重启经营，我们有信心让
企业起死回生。”

职工们说：“企业的困境

不在经营不善，而在管理责
任不明确，如果把企业的生
存放在第一位，这个问题没
啥难的，4年的时间够长了，
我们不想再等了。”

对于职工们的生活没有
来源问题，采取哪些措施缓
解职工生活困难的情况，两
家主管单位的负责人在接受
生活报记者采访时均表示，
归属问题澄清之前，无法顾
及其他问题。

职工：希望把企业生存放在第一位

生活报记者 王萌
职工4年不开支、退休人员医药费不能报销、经营活动被迫终止……近年发生的这一系

列问题让依兰县盐业公司的经营管理人员以及职工们犯愁。此前承担着依兰县商品盐的供
应工作，但是4年前的一次“上划”失败，让这家企业突然就找不到了主管部门，处于弃管状
态。职工们多次向相关部门和单位打报告，申请管理职能的衔接，但是相关部门和单位始终
各执一词，至今没有解决。对于职工生活上面临的困境，更是无暇顾及。对此，近日，生活报
记者进行了采访。

“我们这家企业现在就像一个烫手山芋，
谁都想往外推。”提起往事，依兰县盐业公司，
也可以称为中盐黑龙江盐业集团依兰盐业有
限公司的职工们感叹道。依兰县盐业公司原
为依兰县行政区域唯一的食盐专营企业，负
责依兰县食盐市场的投放和供应。“事情始于
2015年前后，正值盐业的体制改革前夕，县级
盐业公司有‘上划’的机会，‘上划’意味着可
以从上级公司以更低的价格拿货，增加了利
润空间，各地的盐业公司纷纷进行运作，依兰
盐业也不例外。”6日，接受记者采访的原公司
经理张海军说。

在这种背景下，中盐黑龙江盐业集团有限
公司与当年依兰盐业的主管部门依兰县商务
粮食局，在2015年7月15日签订了《哈尔滨市
依兰县盐业公司整体上划协议》。协议约定，

依兰盐业以评估价值366.13万元的全部资产，
“上划”由黑龙江盐业集团接收，在原哈尔滨市
依兰县盐业公司资产的基础上，组建全资子公
司中盐黑龙江盐业集团依兰盐业有限公司。

但就在“上划”过程中，2016年4月出现
了意外。黑龙江盐业集团接到了省人大转来
的上访事件，涉及依兰县盐业公司2012年接
受该县商务粮食局摊派发包工程，出现工伤
事件，产生重大债务128万元。随即，黑龙江
盐业集团解除了对依兰盐业公司的“上划”协
议。张海军说，因这起工伤赔偿形成的债务，
依兰盐业失去了“上划”的机会，“黑龙江盐业
集团说，我们没有接收，可是，原主管单位依
兰粮食局也不接收，他们说依兰盐业已经划
给中盐了，上级主管单位是中盐，到现在双方
还在互相推。”

“上划”过程中 出现了意外

在依兰盐业公司，生活报记者看到企业归
属问题的相关往来公函能有几十份。从2015
年至今，包括中盐黑龙江集团发出的，依兰县
政府、粮食局（原主管部门）和依兰工信局（承
接原主管部门职责）发出的，几个单位的法务
部门互发的。记者选择几份关键公文查看。

其中，中盐黑龙江集团2018年 6月15
日发给依兰县政府的《关于依兰县盐业有限
公司有关人员上访问题的函》，对于这个问题
的解答是，因其主管方依兰县商务粮食局隐
瞒重大债务事项，该协议已经解除。

5日，记者在哈尔滨对中盐黑龙江盐业
集团副总经理任宏亮进行采访时，对方明确
表示，“现在协议已经终止了，‘上划’没有成
功，依兰盐业与中盐集团在法律上没有任何
关系。”五年前，该公司即向依兰县商务粮食
局发函解除协议，而且要求依兰盐业不能再

使用“中盐”的名称，还通过媒体进行了公告。
而依兰县政府文件，2018年其发给中盐

的一份复函中认为，“双方的‘上划’协议仍然
有效，中盐一方的《解除协议通知书》并不产
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力，双方已实际完成了
在协议中约定的各自主要义务，至于上级部
门没有批准接收依兰公司，此问题是贵公司
和上级部门之间的内部事宜，和我县无关。”

6日，生活报记者对依兰县工业信息科
技局局长潘洪君进行了采访。潘局长表示，
盐业公司前期交接时的情况他并不知情，但
是从此前政府方面与中盐的公函行文来看，
地方不能接收盐业公司的原因，主要就是依
兰方面认为“上划”协议仍然有效，中盐方面
单方终止协议不具有充分的依据，没有法律
效力。“协议有效意味着，盐业公司的上级单
位还是中盐。”潘局长表示。

上级企业和主管部门各执一词

“我们现在都已经4年
没开支了，孩子要上学，老
人看病需要钱，职工就靠打
零工糊口。”原依兰盐业公
司的党委书记江士坤无奈
地说。盐业公司现在在一
栋办公楼的二楼办公，楼里
墙体破旧也无钱维修。接
受生活报记者采访时，公司
的主要负责人，还有退休职
工代表五六个人，大家的心
情都很迫切。

现任公司的负责人王
利正在哈尔滨治病，他接受
了采访。据他介绍，现在公
司的经营处于停摆状态，公
司职工最年轻的44岁，平均
年龄50岁左右，经济压力特
别大，离开公司自谋职业难
度很大。

原公司负责人张海军告
诉记者，盐业公司本身为国
有企业，以往在盐业市场的
投放和调拨都要求向上级主
管部门申请和请示，而且盐
业公司还具有市场的管理职
能，在具体管理上需要上级
部门协调，遇到重大事项进
行决策的时候都需要上级主

管部门审批，“上划”失败后，
公司经营仍按照国有企业的
规定运行，却没有了上级主
管部门的决策，这就造成经
营上寸步难行，企业债务没
法化解，没货也没钱，造成生
产经营停摆，只能干挺着。

江士坤说，“上划”失败
后，2017年7月最后一次给
职工开支，此后公司账面彻
底没钱了，到现在正好是4
年。据公司会计统计，公司
在职15人，退休24人，全公
司职工工资支出一年40余
万，社保14万余元，医保还
有一部分是给退休人员交
的，每年约8万，“现在这些
开支都无处筹措。”

职工王仕霖，正赶上公
司“上划”的时候退休。他告
诉记者，他2019年退休，公
司欠缴社保金两年半，最后
是自己垫付4万元才顺利退
休，至今这笔钱仍没有退
回。“社保可以自己垫，但医
保个人却无法进行垫付。”王
师傅说，由于医保欠缴，职工
手里报销不了的医疗费票
子，有的已经达到三四万。

职工4年不开支 经济压力大

4年不开支 退休人员医药费不能报

依兰盐业公司职工：

“上划”失败后 企业被弃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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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中缝房产公示类广告

生活报中缝房产公示类广告
仅在地段街 1号报社阳光大厅
受理，只收取登报备案手续复印
件，原件由房主自己保存。

当天办理，次日见报。登报请通
过正规渠道办理，避免经济损失！

特别提示

受理地址：哈尔滨道里区地段
街1号生活报一楼阳光大厅

刊登电话：84681180

承接家装、工装整屋家具
定制（承接同行二手单柜体定
制）工厂一站式服务→设计→
加工→安装。

橱柜门、衣柜柜门定制加
工（种类有PVC吸塑、PET、高
光纳米板材等）免漆板材加工
定制柜体（材料与环保等级自
选）工厂设有样板展厅，欢迎参
观选购。

定 制 热 线

18904515815
15846048899

工厂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
王岗镇哈双公路 592号金
福来家具有限公司

富氧泉负氧离子液
富氧泉负氧离子液诚招全

国代理商，负氧离子液使用方
便，持久释放负氧离子，含量达
5000/cm3 净化空气，抗菌除醛，
新房净化、学校、办公场所优选。

加盟电话

19845256893

百业信息
刊登
电话13796106320

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

金福来全屋定制

承揽：轻辅、整装、单项、木
工、油工、水电工、瓦工。

承接：铜门、不锈钢门、氟
碳门、感应门、旋转门、高间隔
断、玻璃隔断、铁艺、牌匾、卷帘
门、批发各种规格不锈钢板、管
材、配件。

哈 尔 滨 市 区 内 可
免费上门测量！

欢迎致电

18249724111
13613643307

哈尔滨同记珠宝古玩有限

公司：多次去你单位始终联系不

到法人及负责人，电话沟通不

上，关于你单位欠我的煤款请尽

快分批分期付款。

电话：15776482866 朱坤

通 知

丢失声明
刊登
电话13796106320

通 知
刊登
电话13796106320

●孙喜梅不慎将哈尔滨
天悦国际B区M12栋 1单元
2401室选房确认单丢失，编
号 ：0000841，选 房 顺 序 卡
号 ：0000414，特 此 声 明 作
废。

●孩子：于圣儒，男孩，
2014 年 9 月 20 日出生于牡
丹江市第一人民医院，母
亲：赵祥文，父亲：于金龙，
于圣儒出生证明丢失，出生
证明编号：O230194749，特
此声明作废。

生活报讯（侯圣洁 记者栾德谦）近
日，乘飞机从深圳飞往哈尔滨的男子陈
某，因为在天上一时“豪横”任性，落地
后便立即换来了行政拘留5日的教训。

记者从哈尔滨机场了解到，10日

17时，哈尔滨机场派出所接到报警：由
深圳飞往哈尔滨的GJ8681航班上，一
陈姓男子不听机组人员劝阻，强行霸占
座位。

机场警方立即出警，将陈某带回询

问。经查，GJ8681航班12时10分由深
圳机场起飞滑行过程中，旅客陈某突然
起身，私自坐到前排座位。乘务员当即
制止，并向陈某耐心解释。

然而，陈某不听从劝阻、拒绝配合，

直至飞机降落，始终未回到自己的座
位。

最终，陈某涉嫌扰乱公共交通秩
序，被机场警方处以行政拘留五日的处
罚。

飞机上男子前排霸座 行拘五天！

生活报讯（记者肖劲彪）14日，是中国传统的七夕
节。哈尔滨一男子为了讨女友开心，竟然半夜在小区
内燃放烟花，熟睡的居民被烟花声惊醒，立即拨打了报
警电话。

15日，说起昨晚被惊醒的场景，家住南岗区爱达九
溪2号楼业主王女士仍心有余悸。王女士说，当晚11
时30分左右，窗外突然传来燃放烟花的响声，因为开
着窗户，烟花到空中发出砰砰的响声，把本来心脏就不
太好王女士吓得直哆嗦，孩子也吓得直哭。

据小区业主崔先生介绍，他也是被惊醒，下楼看到
派出所民警和物业秩序员将燃放烟花的男子带到楼
下，这时好多业主都来到楼下。

生活报记者从哈市诚泽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爱达九
溪工作人员处获悉，14日晚11时32分，物业秩序队长
接到业主群内信息，上报有人在小区内燃放烟花。接
到信息后他第一时间前往现场并与多名业主相遇，排
查中发现二号楼附近方向上空有浓烟。

确定燃放点后第一时间调查监控，23时53分，确定
二号楼一单元四层两男两女为嫌疑人，初步怀疑402室，
但敲门不开，大约15日零时20分，王岗派出所两名民警
到达现场，经过民警沟通后确认是他们所为，随后被带至
派出所。

15日，记者从南岗公安分局王岗派出所了解到，男
子燃放烟花是为了讨女友开心，公安机关依据相关规
定，对当事人处以行政罚款500元的处罚，同时对其进
行了批评教育。

男子半夜小区里放烟花
被罚500元

生活报讯（记者何兴丽）14
日10时20分许，省公安厅高管局
哈牡大队勤务一中队在辖区巡逻
时发现一故障车辆停在路边。中
队长赵洪伟立即上前询问得知，
驾驶人何某要拉着家人利用周末
时间去阿城游玩，在高速行驶过
程中左后轮爆胎，正准备抢修。

在进一步检查时，车内情况
让民警倒吸一口凉气，原来这辆
核载7人的小型商务车，竟然拉了
9个人，倘若刚才爆胎时发生侧
翻，那后果不堪设想。民警当场
严厉批评了驾驶人，并宣讲了超
员存在的危险。驾驶人表示自己
也出了一身冷汗，以后不超员驾
驶了。民警依法对其处以罚款
200 元，驾驶证记 6 分的行政处
罚。协助驾驶人维修好车辆后，
赵洪伟考虑到如在高速公路上令
其安排车辆进行转运会存在安全
隐患，随即决定用警车将超员人
员运送至阿城区内。安全到达阿
城的何某一家人对民警的人性执
法连连表示感谢。

故障车停路边
一查超员了
交警依法处罚并帮转运

生活报讯（记者肖劲
彪文/摄）13日，哈市市民
解女士向生活报热线反映，
她家住在道里区经纬头道
街10号五单元顶层8楼，室
内漏雨严重，已持续多年，
多次找物业也未彻底解决。

解女士表示，她家室内
的墙体和顶棚多处漏雨，导
致墙体长毛，已持续多年，
每年向物业反映，工作人员
就进行小修小补，但漏雨问
题一直未彻底解决，目前室
内墙皮脱落已露出水泥。

生活报记者联系到该
小区物业哈尔滨巨佳物业
服务有限公司地德里物业
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表示，
经纬头道街10号是上世纪
80年代建成，物业公司是今
年4月30日接管该楼物业
管理服务。在此之前，也接

到该业主来报修，称自家屋
面渗水，工作人员接待并告
知业主，该单元已被列入政
府旧城改造项目，屋面防水
在旧改项目当中，现旧改工
程已开始施工，屋面防水维
修还未维修至此户。

道里区经纬头街道10号

漏雨多年
墙皮脱落露出水泥
物业：已列入旧改生活报讯（记者肖劲彪文/摄）日前，家住哈市南岗区林

兴小区的居民向生活报反映，小区多户居民漏雨严重，墙体
大面积长毛，已经两年多不能居住了，居民多次向物业反映，
但问题一直也没有彻底解决。

13日，生活报记者在该小区2号楼5单元701室蔡女士
家看到，主卧室内的墙体大面积长毛，白色墙体有的已经变成
了绿色，棚顶也大面积掉墙皮，次卧和厨房墙皮也出现脱落的
情况。据蔡女士介绍，她家已经漏雨两三年了，导致室内墙体
大面积长毛，有些墙皮已经脱落，现在房子不能住，已经空两
年多了，多次找物业反映情况，漏雨的问题一直也没有得到彻
底解决。

随后，记者又来到了7号楼9单元801室看到，卧室墙皮
出现脱落，有的水泥已经裸露出来。据业主介绍，每年开春
漏雨最严重，大盆小盆开始接水，每年都找物业，但物业都以
各种理由推诿，也不维修，目前，房子已经很长时间不能住人
了。

记者了解到，林兴小区物业管理服务工作归属哈尔滨政
怡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征仪物业服务中心负责。物业工作人
员表示，林兴小区建成于1991年，收费标准为每建筑平方米
0.14元。由于该楼建成已30年，屋面公共防水部位老化严
重，虽经物业公司对屋面防水进行日常维修，但每年开春雨
季均产生渗漏问题，需进行翻新改造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下一步，根据业主反映的情况，物业公司计划近期雨季
过后，待天气条件适宜，将对屋面防水予以重点维修。

南岗区林兴小区

房屋漏雨 墙体大面积长毛
物业：雨季过后维修

“关注漏水房”
热线电话：

155454789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