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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单位拟进行暖气改造施工，诚
邀符合本项目工程要求施工资质且
具有施工能力的单位参加议价。

一、项目资金：
自筹资金24.1万元
二、工程内容：
主楼及变电所暖气改造（包含但

不限于暖气改造、拆除装修、恢复装
修），详见工程量清单及现场勘察。

三、评议方法：
同等质量前提下的最低价法

四、施工期：25天
施工地点：哈尔滨道里区地段街

1号
五、报名要求：
本项目的资质要求：施工单位要

具有水暖电安装作业企业资质；建筑
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安
全生产许可证。

本项目拒绝联合体报名。
六、文件获取方式：
本项目采取电话报名和邮箱报

名方式。
报名截止时间：2021年 8月 30

日9时。
相关文件在勘察现场时获取。
七、报名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吕女士 电话：
0451-84612156；18945664850
邮箱hljrbbyjt123@163.com
八、勘察现场时间：
2021年8月30日9时30分
地点：哈尔滨道里区地段街1号

联系人宋先生 电话：
0451-84650092；13796659778
九、递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及商

议时间：2021年8月31日14:00时
所有响应文件应在截止时间前

密封送达指定地点哈尔滨道里区地
段街1号，逾期送达或未按要求密封
的响应文件，拒收。施工方代表须本
人亲自递交响应文件。

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
2021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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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市委、市政府相关规定，现

对以下房屋的承租权公示如下：

本 人 徐 驰 ， 身 份 证 号

230102196310302812，承租道外区南

坎街 1 号南坎小区 4 栋 6 单元 2 层 3
号单位产房屋，使用面积 40.03 平方

米，产权单位为哈尔滨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房屋建设开发总公司。本人

现持单位自管房产承租证、新房分配

证、公证书等相关材料对房屋属于单

位产部分进行房改买断。本人承诺

该房屋权属无争议，无任何法律债务

纠纷，所提供材料均真实有效，并自

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现面向社会公

示，如有异议，请自本公告之日起十

五个工作日内将异议书面材料送达

道外区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送达地址：哈尔滨市道外人民政

府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23 室 电话：

88973312

公 示

我单位黑龙江省林业科学院肇
东实验林场王树文、刘耀民二人离岗
失联多年，经单位研讨根据《事业单
位管理条例》规定，对此二人予以开
除处理，特此公告！

黑龙江省林业科学院肇东实验
林场

2021 年 8 月 28 日

公 告

哈尔滨爱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经股东研究决定减少注册资金，由原
来的 8000 万元减到 300 万元。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230103MA18X5LM31，请债权人见
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公司联系人申报
债权或要求债务担保，联系人：史清
华，联系电话：13009845159，联系地
址：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东四道街
208 号 5 栋 2 单元 2 层 2 号。根据公司
法，特此公告。

哈尔滨爱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2021 年 8 月 28 日

减资公告

根据市委、市政府相关规定，现
对以下房屋的承租权公示如下：

本 人 王 玉 杰 ，身 份 证 号
230104195209241427，承租道外区北
十五道街 36 号 2 单元 3 层 2 号单位产
房屋，使用面积 39.11 平方米，产权单
位黑龙江航运房产管理中心有限公
司。本人现持承租证、公证书等相关
材料对房屋属于单位产部分进行房
改买断。本人承诺该房屋权属无争
议，无任何法律债务纠纷，所提供材
料均真实有效，并自愿承担一切法律
责任，现面向社会公示，如有异议，请
自本公告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将
异议书面材料送达道外区人民政府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送达地址：哈尔滨市道外人民政
府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23 室,电话：
88973312。

公 示

根据市委、市政府相关规定，现

对以下房屋的承租权公示如下：

本 人 徐 驰 ， 身 份 证 号

230102196310302812，承租道外区南

坎街 1 号南坎小区 4 栋 6 单元 2 层 1
号单位产房屋，使用面积 40.02 平方

米，产权单位为哈尔滨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房屋建设开发总公司。本人

现持单位自管房产承租证、新房分配

证、公证书等相关材料对房屋属于单

位产部分进行房改买断。本人承诺

该房屋权属无争议，无任何法律债务

纠纷，所提供材料均真实有效，并自

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现面向社会公

示，如有异议，请自本公告之日起十

五个工作日内将异议书面材料送达

道外区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送达地址：哈尔滨市道外人民政

府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23 室，电话：

88973312。

公 示

根据市委、市政府相关规定，现

对以下房屋的承租权公示如下：

本 人 徐 驰 ， 身 份 证 号

230102196310302812，承租道外区南

坎街 1 号南坎小区 4 栋 6 单元 2 层 2
号单位产房屋，使用面积 31.21 平方

米，产权单位为哈尔滨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房屋建设开发总公司。本人

现持单位自管房产承租证、新房分配

证、公证书等相关材料对房屋属于单

位产部分进行房改买断。本人承诺

该房屋权属无争议，无任何法律债务

纠纷，所提供材料均真实有效，并自

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现面向社会公

示，如有异议，请自本公告之日起十

五个工作日内将异议书面材料送达

道外区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送达地址：哈尔滨市道外人民政

府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23 室,电话：

88973312。

公 示

生活报讯（记者吕晓艳）新学期即
将到来，2021年秋季新学期有哪些教育
政策正式实施？27日，生活报记者从省
教育厅获悉，9月1日起，保护未成年人
远离欺凌、禁止公开学生的考试成绩与
排名等教育政策正式实施。

1. 实施义务教育的公办校不得举
办民办校

《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以下
简称《条例》），自 2021年9月1日起施
行。《条例》（第二章第七条）具体内容中
明确：

实施义务教育的公办学校不得举
办或者参与举办民办学校，也不得转为
民办学校。其他公办学校不得举办或
者参与举办营利性民办学校。

公办学校举办或者参与举办民办
学校，不得利用国家财政性经费，不得
影响公办学校教学活动，不得仅以品牌
输出方式参与办学，并应当经其主管部
门批准。

公办学校举办或者参与举办非营
利性民办学校，不得以管理费等方式取
得或者变相取得办学收益。

2. 义务教育学校课后服务“5+2”全
覆盖

课后服务要全面覆盖，各地各校要

从实际出发，“一校一案”制订完善课后
服务具体实施方案，确保今年秋季开学
后实现义务教育学校全覆盖，并努力实
现有需要的学生全覆盖。

学校要广泛深入宣传课后服务实
施方案和服务特色，使家长、学生充分
了解有关安排，积极引导有需要的学生
自愿选择参加课后服务。

课后服务要保证时间，推行课后服
务“5+2”模式，即学校每周5天都要开
展课后服务，每天至少开展2小时，结束
时间要与当地正常下班时间相衔接。
对家长接孩子还有困难的学生，应提供
延时托管服务。

3. 保护未成年人远离性侵害
《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以下简

称《规定》）将于今年9月1日起实施。
《规定》中第三章第二十四条规定：学校
应当建立健全教职工与学生交往行为
准则、学生宿舍安全管理规定、视频监
控管理规定等制度，建立预防、报告、处
置性侵害、性骚扰工作机制。

此前，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
正式施行。《未成年人保护法》附则中对
校园欺凌做了定义，叫“学生欺凌”。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十九条专
门对学生欺凌怎么防治做了规定，比如

建立防控机制；对教师、学生进行防控
校园欺凌教育和培训；加强家庭教育指
导；联合社会力量共同做好防治校园欺
凌工作等。对于学生欺凌，学校应当建
立对学生欺凌、性侵害、性骚扰行为的
零容忍处理机制，切实保护未成年人安
全。

4. 禁止公开学生考试成绩与排名
《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要求，禁

止学校、教师公开学生的考试成绩和排
名，出发点是保护学生隐私和自尊心，
减少攀比、避免歧视，缓解应试压力；但
是同时规定学校应当采取措施，便利家
长知道学生的成绩等学业信息。

5. 禁止手机带入课堂
《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与“五项

管理”的要求也逐项进行了衔接。其中
规定学校对手机管理的权限，明确规定
除教学需要外，禁止手机等智能终端产
品进课堂。

6. 学生课间休息的自由不容侵犯
《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发布了

中小学生课间“休息令”：学校不得设置
侵犯学生人身自由的管理措施，不得对
学生在课间及其他非教学时间的正当
交流、游戏、出教室活动等言行自由设
置不必要的约束。

7. 中小学生定期视力监测信息报
送

《关于做好中小学生定期视力监测
主要信息报送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
教育部门要指导本地学校建立信息报
告制度，学校要指定专人负责中小学生
视力监测相关信息数据报送工作，依托
全国学生体质健康上报系统，每年春季
和秋季学期分别报送一次中小学生视
力监测结果，春季学期单独报送，秋季
学期与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数据一并报
送。视力监测结果填报数据主要包括
中小学生左眼裸眼视力、左眼屈光度、
右眼裸眼视力、右眼屈光度。

中小学生视力监测结果数据报送
工作从2021年秋季学期实行，今后每
学年春季、秋季学期都应分别报送。

生活报讯（记者吕晓艳）在新学期来
临之际，27日，哈市教育局致信全市学生
家长，目前，哈市教育局正在开展学科类
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整治工作，重新审核学
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现有学科类校外培训
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家长对
孩子未完成的学科类培训课程，要按照培
训合同在合法合规时段有效消课。

8月23日、27日，省市分别召开推进
落实“双减”工作会议，进一步部署强
调。目前，市教育局正在开展学科类校
外培训机构专项整治工作，重新审核学
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现有学科类校外培
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明确
要求，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
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
培训，哈市教育局将按照全省统一部署，
严格推进此项工作。在此，哈尔滨市教
育局提醒各位学生家长：

一是要遵循教育规律和孩子身心成

长规律，树立科学的教育观和成才观，理
性规划孩子未来发展，理性看待参加校
外培训的作用，不盲目攀比，拒绝“剧场
效应”，切实减轻孩子校外培训负担。

二是对未完成学科类培训课程，要
按照培训合同在合法合规时段有效消
课。

三是谨慎报名参加学科类培训，按
照政府指导价，明确有资金监管方式的
账户付（续）费，培训必须发生在合法合
规时段，并签署由教育部和国家市场监
管总局制定的《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服务
合同（示范文本）》，避免发生不必要的纠
纷。

四是对于非学科类的兴趣爱好等素
质型培训，家长也要根据孩子自身实际
情况，合理选择，适度参加。

五是引导孩子培养自主学习的良好
习惯，合理制定学习计划，加强网络行为
约束，保证充足的睡眠。

哈市新学期落实“双减”工作

学科类培训课程没上完
要合法合规有效消课

生活报讯（记者仲亮）27日，
生活报记者从省政府召开的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自2019年8月30日正
式挂牌成立，两年来，黑龙江自贸试
验区取得了较为显著的积极成效，
树立了“最北自贸试验区”鲜明的品
牌形象，改革开放“排头兵”和“试验
田”作用不断显现。

据黑龙江省商务厅党组书记、
厅长，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
区工作办公室主任康翰卿介绍，两
年来，黑龙江自贸试验区立足对俄
及东北亚和沿边开放合作的战略定
位和独特优势，制定自贸试验区制
度创新成果生成机制、出台创新发
展3年行动方案，推动重点领域和
关键环节不断实现突破。在同批自
贸试验区中，率先推出首批省级创
新实践案例，截至目前生成超200

项制度创新成果，其中对俄特色创
新案例67项，“创新中俄跨境集群
建设”入选自贸试验区第四批国家
级最佳实践案例。

在同批次自贸试验区中，我省
率先达到 100%的总体方案实施
率；国家前六批次适合黑龙江省承
接的改革试点经验，复制推广率达
到93.9%；“证照分离”改革在三个
片区实现全覆盖，一网通办、容缺受
理、不见面审批等方面实现新突
破。2020年，自贸试验区外贸总额
达204.9亿元，同比增长12.8%，今
年1-7月外贸总额达128.9亿元，同
比增长44.9%，高于全省平均增幅
约25个百分点。截至2021年7月
底，自贸试验区新设企业11403家，
比挂牌前增长66.8%，其中新设外
资企业占全省的24.1%。

黑龙江自贸试验区成立两周年

“创新中俄跨境集群建设”
入选国家级最佳实践案例

保障课间休息自由、禁止公开考试成绩与排名……

这些教育政策下月起正式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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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高考，蔡琳以530分的成绩
考入湘潭大学的大数据专业。王丽
说：“学习这一块都是孩子自己弄，我
也没有能力教，她能凭借自己的努力
考到这个分数，我为她感到骄傲。”蔡
琳告诉记者，她的班主任老师在学习
和生活上给予了她很大的帮助，她一
遍一遍地问问题，老师都非常耐心地
给解答。

蔡琳对大学生活有着诸多向往，
“我家条件不好，妈妈看病需要钱，大
数据这个专业的就业应该比较容易，
而且我对计算机和数学都很感兴趣，
可以凭兴趣赚钱，照顾妈妈。”大学开
学在即，蔡琳一家却在为她的路费发
愁，如果您想为蔡琳圆梦，就请为她伸
出援手，贡献一份力量。

努力学习
考入湘潭大学

生活报讯（记者李丹）
记者从省文明办获悉，2021
年7月“中国好人榜”在广西
百色发布，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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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敬业奉献的张志
君、孝老爱亲的孙喜平光荣上
榜。

在桦南县铁东社区桦东
新城小区里，人们经常会看到
一位老人背着另一位消瘦的
老人在卫生室或附近公园散
步，不知情的人都以为这是儿
子侍候父亲，事实却是67岁
的女婿孙喜平照顾患病的94
岁岳父。孙喜平照顾患病岳
父已经30余年了，在他与妻
子王国琴结婚之前，岳母就因
癌症去世了，留下了沉重的债
务。妻子在木器厂工作，岳父
是县企业局的普通员工。孙
喜平夫妇和岳父省吃俭用还
债，生活虽不富裕，但一家人
勤劳朴素，日子也过得有盼
头。如今，孙喜平也老了，在
他的精心照料下岳父已94岁
高龄。在岳父患老年痴呆症
的30多年里，孙喜平用他善
良的心，照亮了老人的晚年生
活；用他无私的奉献和无悔的
坚守，发扬了中华民族“百善
孝为先”的传统美德。

我省张志君
孙喜平荣登
7月“好人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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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岗市萝北县蔡琳

照料患病母亲
努力学习考入湘潭大学

生活报讯（实习生李房洵 记者李丹）看着自己530分的高考分数和考入湘潭大学大数
据专业的录取通知书，瘦弱的蔡琳（化名）只能和相依为命的妈妈分享这份喜悦……

2003年，蔡琳出生在鹤岗市萝北县一个普通的
工人家庭，母亲是砖厂的工人。2005年，父母离异，
刚刚两岁的蔡琳就再也没有享受过父爱。蔡琳的妈
妈王丽（化名）说：“从我们离婚开始，就剩下我一个人
抚养孩子，什么苦都吃过，什么罪也都遭过。”

王丽患有肾衰竭，现在病情已经加重到了双肾衰
竭的程度。她告诉生活报记者，每个月她就2000块
钱退休金，再领点低保，这点钱供孩子读书都不够，她
不敢轻易看病，难受得不能再忍了才去医院检查，“一
查肌酐都超过正常数值好几倍了。蔡琳很懂事，从不
乱花钱，也不要零花钱。知道我身体不好，放学回家
就收拾碗筷、拖地、洗衣服，然后再去学习。”

两岁父母离异
照料身体不好的妈妈

本人提供本人提供

见习记者 陈薇伊
生活报记者 吕晓艳

近日，第十三届“黑龙江省高
校辅导员年度人物”和2021年

“龙江最美高校辅导员”评选结果
揭晓，东北林业大学交通学院辅
导员吴晓红获最美辅导员称号。
21年的辅导员生涯，吴晓红带的
学生从80后、90后到00后，7届
73个班1895名学生在她的陪伴
下成长成才。

从学生的宿舍生活到毕业
去向，作为辅导员的吴晓红一直
在为学生解决各种问题，给出自
己的建议。当一些学生出现旷
课、沉迷游戏等行为时，吴老师
会对他们进行批评，引导他们改
正。同时，吴老师非常关注学生
心理上的变化。

大三学生小张虽然成绩优
异，但由于对自己要求过高，在长
期重负下出现了轻微抑郁，吴老
师察觉到这个情况后，第一时间
与其家长取得了联系，多次沟通
后，家长决定让小张休学一年进
行治疗。在这一年中，吴老师定
期与小张交流，了解他的治疗情
况，在他拒绝配合医生服药时，耐
心地给他讲道理，与他谈心，在这
样的悉心“陪伴”下，小张终于能
在今年9月重返校园继续学业。

通过谈心“陪伴”
让抑郁学生重返校园

作为辅导员，从学生上大一开
始，吴老师就帮着学生做人生规
划。她先是全方面了解学生的情
况，然后在不同年级为学生“量体裁
衣”。例如：大一时期，会帮助学生
们尽快适应大学的学习方式、认同
所学专业以及建立良好人际关系；
到了大二，会针对学生自身的需要
给出建议，帮助他们在个人发展方
面走得更好；大三、大四时，会根据

毕业去向的不同对学生进行分流，
无论是直接就业还是升学考研，吴
老师都会根据学生自身的情况给出
建议和指导。

在吴老师的指导下，她的学生中
走出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张延峰、“全国见义勇为优秀大学生”
刘家霖、“全国三好学生”施鹏，她辅
导的学生团队还在全国“挑战杯”大
学生创业计划竞赛中获得了金奖。

根据学生自身情况 给出建议和指导

2010年，吴老师加入了学校就
业处成立的就业指导小组，专题研
究如何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构建大
学生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新模式。从
大学二年级开始，根据学生个体差

异和自身需要，通过双向选择聘任
专业导师以及毕业后的学习生涯持
续指导导师等，鼓励学生参加课题
研究，参加各类大赛，提升就业能
力。

探索创新创业教育 助力学生就业

“龙江最美辅导员”吴晓红

从大一开始 帮学生做人生规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