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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龙法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接受委托，对位于呼兰区康金镇（镇政
府原址）【呼国用（2009）0801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进行依法公开拍卖,参考面
积：9030.60平方米，起拍价：705,000元。

拍卖时间：2021年8月25日14时
拍卖地点：呼兰区东府路157号（原呼兰区地税局）六楼会议室
展样时间：即日起 展样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竞买登记时间：2021年8月23日-24日15时前
竞买登记地点：呼兰区东府路157号（原呼兰区地税局）一楼大厅
竞买须知：欲竞买者须在看样后，携带相关自然人身份或法人机构证明原

件及复印件，办理竞买登记手续并交纳竞买保证金20万元后方可参加竞买。
咨询电话：82309564，13945692850，13904511163

助农电商平台
回馈生活报读者

价格一降到底/免费包邮

福建武夷山直邮福建武夷山直邮
简包装简包装

大红袍伴手礼礼盒：
88元/盒（150克）

正山小种伴手礼礼盒：
98元/盒（150克）

13613600156订购
电话

大红袍岩茶：约8.3克/泡，果香小种：约5克/泡

正山小种：158元/250克
赠送：98元大红袍/250克

13613600156订购
电话

大红袍6泡
原价19.9元/盒

特惠：买2盒送1盒

13613600156订购
电话

大红袍半斤装
原价98元/盒

特惠：买1盒送1盒

13613600156订购
电话

果香小种10泡
原价25.9元/盒

特惠：买2盒送1盒

13613600156订购
电话

喝好茶喝好茶

滨牌汽车修配厂
好 消 息 ！ 好 消

息！（松北区）滨牌汽车修
配厂开业了！现承接社
会车辆，单位车辆，维护
保养、换油、钣金、喷漆、
内燃、轮胎、维修。诚招
学徒工若干名。

电 话
0451-55339222
13946058868
地址：松北区高科路2
号（松北交警队对面）

王道辉作为巡护员每天都要巡
林，“在山里最害怕看见成群的野猪和
带小崽的母熊。”说起山中遇到的动
物，王道辉有很多趣事跟生活报记者
分享。“有一次，我们一个转弯碰见了
一群野猪，有三四十头那么多，它们应
该也是怕我们伤害它们，小崽跑远了，
大猪追我们，我们都爬树上了，它在离
我们十几米的地方停下了，看我们老
实没动，才走远。”惊恐的王道辉和队
员们趁野猪走远赶紧下了山，“我们山
里的动物越来越多了，但只要了解如
何应对突发情况，一般不会有危险。”

2015年12月，王道辉和同事在巡
山时发现有几个足迹疑似是东北虎足
迹，他迅速向领导汇报了这一情况。

“当时看到老虎的足迹真是又兴奋又
害怕！”很快，联合考察组在王道辉的
引导下，经过几天的调查，确定有东北
虎从此山林里路过。2016年1月，王
道辉在巡护时又发现非常新鲜的东北
虎足迹链，疑似那只东北虎又回来

了。通过调取红外线监测相机视频，
发现了野生东北虎的活动影像。这也
是穆棱林业局和平林场首次发现东北
虎痕迹。2018年11月，王道辉又发现
了东北豹的痕迹。“这几年我们林场共
发现了4只老虎的踪迹，这都从侧面
反映出我们林场环境越来越好了，越
来越多的野生动物喜欢我们这了。”

前段时间来的野生东北虎“完达
山一号”就是在王道辉所在的和平林
场放生的，“它这几天又回来了。从我
们这放生了以后，在其他林场待了一
个多月又走回来了。”王道辉说。

王道辉在北京做HR高管的女儿
曾因担心父亲的身体和安全问题，多
次让他退休，可是王道辉却说，“我习
惯这里了，真让我去大城市我反而不
会生活了。”直爽的王道辉表示：“大自
然让我觉得平和，这里的环境和人都
单纯质朴，我的工作和我的生活已经
融为一体，分割不开了。我热爱我的
工作，也热爱这质朴平和的生活！”

动物出没的观察员

穆棱护林员王道辉

守护2万公顷原始森林18年
“完达山一号”从这里放生又回来

生活报讯（记者刘维娜
李丹）烈日当头，茂密的树林
中，一队人小心地行进，崎岖的
山路，潮湿的环境，让人呼吸困
难。队员们手扶着两侧的树
木，支撑身体在泥泞的山路中
前行，脚下一个不留神，趔趄不
稳，摔在地上。在这样的环境
中工作，护林员王道辉的耳朵
会时时保持高度警觉，他回忆
时和生活报记者强调着，这是
怕有什么陌生的“朋友”突然造
访。

“二组和三组没找到红外
线相机，你那边什么情况？请
尽快下山。”对讲机里李长征
主任焦急地询问，王道辉下意
识看了一眼手表，12点整，上
山已经5个小时了，但是为了
探查动物出没痕迹，他们愣是
寻找到14时许，在茂密的树丛
中搜寻7个多小时后，红外线
照相机“现身”。“有了它，那些
陌生‘朋友’的轨迹、影像展露
无遗。”王道辉是一个生在林区
长在林区，又为穆棱林区奉献
了青春的普通护林员，在近日
揭晓的2021年6月“中国好人
榜”中，王道辉榜上有名。15
日，生活报记者采访到了这名
朴实的东北汉子，听他讲述自
己和他热爱的这片原始森林的
故事。

1964年出生的王道辉，已
经做了18年护林员，在这之前
他是一名采伐工。“我16岁就
进山工作了，现在的岁数也能
退休，可是一想到要离开这片
山林，我舍不得啊！”王道辉巡
护的范围是2万余公顷的原始
森林，相当于28000个足球场，
按区划分，一周能巡完一遍。

王道辉告诉生活报记者，
“其实平地走这些路还好，但是
我们走的都是山路，而且沟壑
乱石很多，不好走，时间久了，
脚底板上都是老茧，手上也都
是刮痕，看看我的皮肤，黝黑黝
黑的。”就这样，王道辉日复一
日、年复一年地在崎岖的山路
上来回行走，主要任务就是看
有没有盗猎的迹象、有没有乱
砍滥伐、有没有森林病虫害。

“在山里遇到野蜂、野猪都
是常有的事，还能碰见黑熊，最
近几年发现了老虎和豹的踪
迹。”日子虽然枯燥又危险，但

是王道辉却很享受，“我
能护着这片山还能靠它
养活自己，多好。”他踏
遍了这里的沟沟坎坎，
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到这
片山林。

28000个“足球场”
的守护员

2003年，东北林业大学森林资源
与环境学院的专家来到林区考察，在
给专家做向导的时候，王道辉通过和
专家谈话，得知红豆杉是国家一级保
护植物，但是它们却很少成群。“其实
和专家谈话的时候我就觉得奇怪，他
们说的红豆杉和我们这的赤柏松很
像。”随后，王道松和专家说了赤柏松
的详细情况，并说他知道一处成群的
赤柏松，于是一行人决定去实地考察
一下。“其实那片林子我很早就知道
了，但是一直也不知道它就是红豆杉，
还是国家一级保护植物。”后经林业专
家考察确认，穆棱林业局施业区内集
中生长的东北红豆杉有16万多株，总
面积3.5万公顷，是迄今为止在我国东
北林区发现的面积最大、生长完好的
一块东北红豆杉集中分布区。听到这
个消息的王道辉高兴地跳了起来，他
很自豪、很骄傲，他觉得自己的工作有
意义、有价值。

王道辉告诉生活报记者，通过这
次发现红豆杉的事，他意识到自己在
知识上的短板，“就像这次的事情，我
们平时说的都是树木的土名，也不知

道它们还有学名啊！虽然我有实践经
验，但是系统的知识还是不够，我必须
得学习。”坚定了自己的目标后，王道
辉开始像小学生一样，从头开始学习，

“那时候领导给我一本《黑龙江树木
志》，它就像一本植物的字典，我那时
候连简单的叶形叶脉这些名词都不知
道，就像想查字典但是不会拼音一
样。”遇到困难的王道辉没有放弃，而
是利用闲暇时间给自己补课，他利用
电脑，上网查缺补漏知识，然后再深入
学习。

除了书本上的知识，王道辉也充
分利用自己每一次给专家做向导的机
会，“反正来考察的专家也好，研究生
也好，只要能跟着去我都会主动去，和
他们交流过程中能学到好多知识。”经
过多年的刻苦钻研，现在，来考察的专
家会主动点名要王道辉随行，因为他
们觉得可以和王道辉互相学习。多年
的实践经验和知识积累，让王道辉对
这片山林已了如指掌。“我现在是兼职
的森林病防员。”王道辉自豪地说道，

“这片林里所有的树木我都叫得上名，
知道怎么分布的。”

自学成才的森林病防员

生活报讯（记者李
丹）15日，记者从省文明
办获悉，2021年6月“中
国好人榜”揭晓，104位
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
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
爱亲的身边好人光荣上
榜。黑龙江省守护绿色
山林的王道辉、助人为乐
的女企业家徐延梅，获此
殊荣。

据悉，2021 年 6 月
“中国好人榜”上榜好人
中，有五年手织260件毛
衣，为福利院、山区孩子
送温暖的江苏“毛衣奶
奶”顾金珍；有勇救两名
落水儿童不幸牺牲的重
庆“85后”老师王红旭；
有50年间每次徒步七八
里崎岖山路，将农家菜免
费送给山上部队的浙江
普通农妇叶美英……这
些在我们身边的普通人，
用实际行动践行新时代
文明风尚，鼓舞着更多人
做身边好人。

网友们热情点赞、纷
纷留言：“仔细品读每一
个感人的故事，品味每一
句朴实的话语，内心涌起
一阵一阵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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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记者吕晓艳）记者从哈
尔滨市教育局获悉，15日，该局发布“关
于2021年秋季学期中小学校(幼儿园)开
学相关工作的通知”，明确报到开学时间。

按照2021年秋季学期工作安排，哈市

中小学校、幼儿园采取分期分批、错时错峰
的开学方式，现将开学工作安排如下：

全市高中阶段学校(含中等职业学
校)，8月23日新生报到、分班，8月25日
全体正常上课。

全市初中学校、小学校，8月28日新
生报到、分班，9月1日全体正常上课。

幼儿园开园时间参照小学一年级新
生开学时间安排。

开学期间，各中小学校依据校情并

结合实际安排错时错峰上放学。
开学前至少7天，学校对校园环境

进行一次彻底整治，并每日开展一次预
防性消毒，重点对教室、食堂、宿舍、图书
馆等公共场所开窗通风。

哈市确定中小学开学时间

高中23日、初中小学28日报到

生活报讯（记者李丹文/摄）为进一步
加强疫情防控，面对小区进行封闭管理，施
行扫码测温工作情况，按以往的工作方式
进行垃圾分类检查、宣传和转运难以得到
有效执行，哈尔滨市香坊区铁东、黎明街道
办事处多措并举，助力疫情防控下的垃圾
分类工作稳步推进。

铁东街道办事处第一时间做出调整，
将垃圾分类宣传工作转为线上，通过微信
群和公众号以及其他网络平台，进行垃圾
分类宣传工作，防止出现居民聚集的现
象。同时，在小区卡点处，用广播喇叭加强
分类宣传，以此提醒居民注重垃圾分类工

作，从点滴做起。
黎明街道办事处将疫情防控与垃圾分

类工作同步进行，持续对辖区小区内垃圾
分类设施进行消杀，对容易接触的垃圾桶、
垃圾运输车辆等设施进行彻底消杀。

生活报讯（记者李丹文/摄）为
巩固疫情防控期间环境卫生水平，
给辖区百姓营造一个整洁、有序的
城区环境，近日哈尔滨市道外区城
管局积极行动、统筹部署，组织两支
清运队伍，全力清除辖区内偷卸的
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废弃物，有效
提升环境卫生面貌。

经过前期摸排，区城管局根据
垃圾产量、点位路线、责任区域等要
素，迅速组织机械、车辆、人员，组成
两支突击清运队伍，在辖区内持续
作业。清理过程中，由于垃圾产量
大、点位分散，为加快清理速度，突
击清理人员提前到岗，延时在岗，同

时加大清运车辆投入，采取人机结
合的清理方式，机械清面、人员清
根，清除死角。

截至目前，区城管局共计清理
各类垃圾300余吨。

生活报讯（记者吕晓艳）近日，我
省哈尔滨师范大学、黑龙江中医药大
学、黑龙江科技大学、黑龙江工程学院
等高校分别发布推迟开学信息，将陆续
开始线上授课。

哈尔滨师范大学原定 8 月 28-29
日本科生、研究生返校报到，现时间推
迟，具体返校时间及安排视疫情防控
情况另行通知。8月30日开始全校本
科生和研究生开展线上教学，全校师
生员工按照线上教学要求做好相关工
作。2021级本科生和研究生新生9月
4-5日进行线上报到、注册、审核；9月
6-8日开展线上入学教育；9月9日开

始线上教学。2021 级本科生和研究
生新生到校报到时间另行通知。

哈尔滨商业大学原定2021年8月
28日、29日本科生（含2021年入学专升
本学生）、研究生返校时间推迟，具体返
校时间及安排视疫情防控情况另行通
知。未经学校批准，任何学生不得提前
返校。

8月30日全校本科生（含2021年
入学专升本学生）、研究生开始线上教
学，授课教师按照线上教学要求，指导
学生做好相关准备。

2021级本科生和研究生新生9月4
日、5日进行线上报到。9月6日-8日

开展线上入学教育。9月9日开始线上
教学。2021级本科生和研究生新生到
校报到时间另行通知。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推迟原定秋季
学期开学时间（8月28日）和新生报到
时间（研究生8月31日、本科生9月4
日），具体返校（报到）时间安排另行通
知。未接到正式开学通知前，任何同学
不得提前返校（除目前留校学生外）。8
月30日本科生开始线上授课，2021级
新生上课时间及安排另行通知。

黑龙江科技大学全体学生（不含
2021级新生）8月23日开学，进行线上
上课；9月2日-3日返校，9月6日开始

线下上课。2021年专升本学生9月5
日报到。2021级新生报到时间推迟，待
其他学生错时错峰返校后另行安排。
未经学校批准，学生不允许提前返校。
学校将视疫情防控形势及上级要求，随
时调整返校时间，并及时在官微发布，
请全体同学密切关注。

黑龙江工程学院秋季学期学生延
迟返校，具体返校时间和相关安排另行
通知。除目前留校学生外，其余学生不
允许提前返校。每日如实向辅导员汇
报个人所在位置及健康状况，秋季开学
暂不返校，具体返校时间及要求等待学
校进一步通知。

我省多所高校推迟开学 陆续线上授课

水下油气开采“最强大脑”诞生

生活报讯（记者吕晓艳）10年磨一剑，从“跟跑”到“并跑”，
致力于解决我国在水下油气开采控制领域的卡脖子技术，哈尔
滨工程大学机电学院水下作业技术与装备研究所王立权教授团
队，研发的水下油气开采“最强大脑”水下生产系统核心控制装
备近日完成交付，将应用于渤海油气田开发项目。该装备是国
内首台套应用于渤海油气田开发的国产水下控制系统，各项指
标达到国际同等水平，并通过挪威船级社（DNV）认证。项目
甲方中海油研究总院认为，这标志着我国高端海洋油气关键装
备国产化取得重要突破，开辟了浅水油田作业新模式。

向世界证明“我们可以”

渤海石油矿藏丰富，但水上
航道纵横，无法采取传统的海上
平台直采方式，而使用水下生产
系统实现海底油气开采并将油
气输送到远距离海洋平台是最
佳途径。在复杂的海底环境中，
如何安全可靠地实现对油气开
采装备的控制是核心关键，这项
核心技术业内被称为水下控制
模块（SCM）。

水下控制系统的相关技术
和装备，仅被欧美少数几家公司
垄断。因水下作业对设备安全
性和可靠性标准要求极高，一旦
发生泄漏问题，将对海洋生态造
成严重损害。面对这项高风险
和高技术研究，国内高校和研究
单位极少涉及。甚至国内外业
界也有人认为“这么高端的设备
中国短时间造不出来”。

学校水下作业技术与装备
研究所潜心钻研，在渤海浅水油
田开发项目中，用三年的时间，
攻克了水下控制系统的主要核
心技术和装备制造技术——水
下控制模块（SCM），向世界证
明了“我们可以”。

水下控制模块（SCM）作为
水下控制系统的“大脑”，是一个
机、电、液、光一体化的设备，从
设备细节到整体系统都要经受
高温、高压、高强度冲击振动的
考验，需解决多学科难题。

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水下
作业技术与装备研究所团队突
破水下高压集成式液压阀板、水
下多路液压电气回路自动精确
对接、锁紧解锁、SCM安装及回
收、水下供电单元电力智能监控
和主控站多路数据处理等多项
核心技术，成功研制了具有自主
知 识 产 权 的 水 下 控 制 模 块

（SCM）、主控站、电力单元和安
装回收装备，为水下油气开采成
功研制出“最强大脑”。

十年磨一剑从跟跑到并跑

渤海油气田项目水下控制
系统装备成功问世源自科研团
队“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十年积
累。团队自2011年就瞄准高端
海洋油气关键装备研发，他们潜
心研究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工
艺，从“跟跑”做到了与国际“并
跑”。

“虽然遇到很多难题，但我
们也找到了自信，终有一天技术
一定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
团队负责人王立权说。

10年的执着、拼搏和成长，
他们成为国内高校唯一一所研
制出水下油气开采的“最强大
脑”、填补国内技术空白、攻克水
下控制卡脖子技术的团队。

国内首创！
哈工程科研团队研发

线上宣传 细化垃圾分类
道外集中清理偷卸垃圾冰城垃圾分类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