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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记者周琳）9月
26日，哈尔滨市第三轮全员核酸
检测启动，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派出多名医护人员参
与核酸采集任务，而在采样工作
中，有两位老中医的身影格外引
人注目，他们是59岁的针灸四科
主任时国臣和57岁的针灸五科
主任陈英华。

“张开嘴，大声‘啊’一下。”在
核酸采集点，针灸四科主任时国
臣和同事分工合作，一人取样、一
人协助，对每位居民都会耐心提
醒。“因为科室里的人都出去支援
了，今天周日我也不用出诊，可以替
大家分担点儿压力。”虽然和年轻人
相比，今年59岁的时国臣年龄有些

大了，但是，同等强度的工作，他干
起来一点不比年轻人慢。

今年57岁的陈英华是针灸
五科主任，平时周一到周六，她基
本都在医院，只有周日可以在家
休息。但是，这个周日，她主动提
出要“加班”。生活报记者了解
到，早在接到支援核酸采集的通
知时，陈英华就曾提出要去支援，
科室的其他人怕一线太辛苦，陈
英华的身体会吃不消，所以都劝
她留在科里。这回“任性的”的陈
英华还是站了出来，主动要求前
往核酸采集点工作。她说：“看着
科室的年轻人一天一天连轴转，
我想让大家休息休息，分担一下
他们的工作。”

57岁老中医主动请缨：

年轻人连轴转
我要分担一下

生活报讯（记者周琳）自哈尔滨市启动全
民核酸检测工作以来，冰城多名医护人员投入
到紧张的核酸采集工作中。26日，生活报记者
采访了哈尔滨市第一医院的几名医护人员，听
她们讲述了核酸采集过程中的那些事。

小朋友不敢张嘴
她“谎称”棉签是甜的

前几天，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泌尿外科护士
李莹吉，在核酸采集点遇到一位家长带着一名
2岁男孩来做核酸采集，小朋友望着棉签迟迟
不敢张嘴，脸上露出害怕的表情，李莹吉灵机
一动，对小朋友说：“阿姨的这个棉签是甜的，
不信你尝尝。”话音刚落，小家伙就张开了嘴。
有趣的是，后来，大家问小朋友，棉签是不是甜
的？小朋友竟然认真地点了点头。这一幕让
紧张的核酸采集现场多了一些趣味和暖意。

支持女儿去工作
父亲摔伤卧床坚称没事

21日中秋节突然接到通知紧急到医院

集合，去完成核酸采集任务。哈尔滨市第一
医院神经四科护士长鲍金艳，中午饭都没来
得及吃就匆匆出发，到达社区后，投入忙碌的
工作，直到0时30分，完成核酸采集任务。
回到家中已是凌晨一点多，休息了两个多小
时又起床赶到单位，准备集结去参加新阳路
社区的核酸采集。被领导发现后，找人替换，
让她回家稍作休息。考虑到科室病人多，护
士少，她又返回单位继续工作。24日，再次接
到核酸采集任务，考虑到平日科室忙脱离不
开，25日恰好是休息日，她又主动报名。24
日晚回家后才得知，身患脑梗的老父亲摔伤
卧床。鲍金艳看着卧床的父亲，想着第二天
的核酸采集任务，难以抉择。父亲坚定地对
她说：“你去吧，我药都用上了，没啥事儿，不
用惦记。”泪水悄悄划过鲍金艳的脸庞，她第
二天按时到达核酸采集点并圆满完成任务。

怕听不到电话通知 她一夜没敢睡

中秋节当天接到通知后，心内二科史可
馨护士参加了核酸采集工作，冒着大雨，连续
奋战15个小时。史可馨的男朋友在哈市，前
不久，男朋友腿骨折，她笑着对男朋友说，等
忙完工作再回来照顾你。

同为心内二科的护士王朝阳，家在江
北。接到通知后，积极参加核酸采集工作，连
续工作两天后，由于怕听不到电话通知，很累
的她依然不敢睡，接到通知已是凌晨，王朝阳
几乎一夜没睡，第二天继续参加核酸采集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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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人 刘 俊 娟 身 份 证 号:
（232321197105205921）将 新 华

保险公司的展业证丢失，证件号

02000523018280102019000034，
声明作废。

● 本人满金龙于哈尔滨，不

慎将哈尔滨哈南万达广场有限

公司购买的 E1-3-1202 契税发

票丢失，发票共一张。票据号为:
0031649；金额为:14956.1 元；大

写:壹万肆仟玖佰伍拾陆元壹角

整。特此声明作废。

● 付玉环不慎将哈尔滨宝力

通市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开具

的黑龙江增值税普通发票丢失，

发 票 号 码 ：03330068，金 额 ：

20000元。此房位于哈尔滨宝力

通市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哈东

华府二期，17 栋 2 单元 702 室。

特此声明作废。

● 王勇不慎将哈尔滨宝力通

市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开具的

黑龙江增值税普通发票丢失，发

票号码：52081492，金额：20000
元。此房位于哈尔滨宝力通市

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紫荆名都

三期，16 栋 4 单元 102 室。特此

声明作废。

● 邓洁淼不慎将哈尔滨宝力

通市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开具

的黑龙江增值税普通发票丢失，

发 票 号 码 ：40373321，金 额 ：

20000元。此房位于哈尔滨宝力

通市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紫荆

名都三期，2栋2单元402室。特

此声明作废。

● 哈尔滨市南岗区百艺包子

征仪路店，不慎将食品经营许可

证 副 本 丢 失 ，许 可 证 编 号 ：

JY22301030021078，发证机关：

哈尔滨市南岗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特此声明作废。

经各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

黑龙江省北大荒米业集团有限

公 司 （ 注 册 号

91233000728982713D）拟吸收合

并黑龙江省北大荒米业集团云

山 制 米 有 限 公 司（ 注 册 号

91230381752392932M），吸收合

并前黑龙江省北大荒米业集团

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71598 万元，

黑龙江省北大荒米业集团云山

制米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265 万

元，吸收合并后黑龙江省北大荒

米业集团云山制米有限公司注

销，黑龙江省北大荒米业集团有

限公司存续。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黑龙江省北大荒米业集团云

山制米有限公司的有关债权债

务均由合并后的黑龙江省北大

荒米业集团有限公司承继。请

以上公司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

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

的自本次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

内，可以要求原公司清偿债务或

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公司债权人

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

的，公司合并将按照法定程序实

施，特此公告。

联系人：齐富春

联系电话：13199431555
联系地址：黑龙江省鸡西市

虎林市八五O农场

合并各方名称：黑龙江省

北大荒米业集团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北大荒米业集团

云山制米有限公司

2021年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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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酸采集中
她“说了谎”

省医院十五病区男护士姜文洋是
队伍中仅有的两名男护士之一，他和男
同事一起自觉承担起了所有的体力
活。因临时休息点楼门无锁，姜文洋主
动提出所有女士上二楼，他负责值守大
门和物资，没有床，他就在皮凳子上将
就睡了会儿。他自己承担了一组六个
村屯的核酸采集工作，东胜村的路况比
较复杂，刚下完雨的路面非常泥泞，姜
文洋一个人步行去每位村民家中采集
核酸。最终，他采集核酸标本587份，
用最快的速度保质保量地完成了核酸
采集工作。

经了解得知，姜文洋从小父亲离
世，和母亲相依为命，中秋节本可以下
了班回家和母亲团圆，但当他得知巴彦
需要支援时，没有丝毫犹豫毅然报名加
入支援队伍。

冰城医护奋战“疫”线

生活报讯（林颖 董宇翔 记者周琳）9
月21日中秋节，哈尔滨市巴彦县出现本土
确诊病例，黑龙江省医院接到支援通知后，
立即抽调经验丰富的临床医护人员，由护
理部邹文婷总护士长带队，第一时间赶赴
巴彦县开展核酸采集支援工作，22日不到
12个小时里就完成了76个村屯采集任
务，其中后山乡7595人、黑山镇7622人，
合计15217人。目前，省医院核酸采集医
疗队已安全返回，时刻准备下一次支援任
务。

为村民采集
8小时滴水未进水未进

省医院49名优秀护理人员于21日19
时30分到达巴彦县，分为两队分别赶往后
山乡和黑山镇。邹文婷总护士长和部分队
员共28人被分到了后山乡，次日凌晨到达
目的地。22日不到8时，大家进入核酸采
集点开始工作，由于巴彦县一直下雨，通往
各个村屯的乡间道路非常泥泞，队友们只
能步行前往，防护服里面的衣服都被汗水
湿透。

徐晶、刘建新、李也三人组成采集小
分队，从后山乡各个乡道进村采集核酸，
汽车过不去，路程又有些偏远，朴实的村
民开来自家的农用三轮车，拉着她们仨
进村。经过 8个小时的奋战，她们三人
不吃不喝，共同完成 755人的核酸采集
工作。

中秋节下午，省医院南岗院区
中心手术室护士赵明裕正在家中
给八岁的大女儿过生日，接到通知
需要支援巴彦县核酸采集，她立即
驱车前往医院。到达巴彦后，赵明

裕被分到后山乡，与另两位40多
岁的大姐组成三人小组，赵明裕想
着自己年轻些，便主动请缨承担了
更多工作。当天，三人共完成了五
个村屯近600人的采集。

中秋节正给女儿过生日的她
接到通知立即出发

8小时不吃不喝
完成755人核酸采集

男小护化身“守护者”
皮凳子上将就睡

“小朋友张开嘴
阿姨的棉签是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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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快”字
快速部署统一领导。黑龙江移动

党委召开党委会议，第一时间学习上级
最新要求，迅速部署防疫行动，22日发
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疫情防控及通信
保障工作的通知》，提出了非必要不离
哈、50%到岗要求、开展风险隐患排查、
加强内部人员流动管控等8项举措。

哈尔滨移动党委21日立即成立由
分公司党委委员、支部书记、党员、入党
积极分子组成的党员突击队，深入防疫
保障一线进行风险排查，确保疫情期间
通信保障。与哈尔滨市教育局积极沟
通，为满足哈尔滨市中小学线上教学需
求，第一时间将教育云平台互联网专线
容量扩容10倍，为中小学校线上教学提
供全方位的网络保障和流畅的线上视
频体验，确保各类教育教学活动不受疫
情影响。与卫健委积极沟通，成立医疗

云资源支撑保障小组，配合卫健委完成
全场景疫情病原体检测信息系统升级
扩容工作，为哈尔滨市800万人核酸检
测工作提供云端资源支撑。全量统计
疫情保障人员信息，为医护人员、疫情
期间服务保障人员提供免停机服务，确
保保障人员疫情期间服务不间断。巴
彦分公司党支部21日当天即成立防疫
通信保障党员突击队，在抗疫一线组建
通信保障专班、疫情专线保障专班、教
育专线通信保障专班、医疗云通信保障
专班、网课通信保障专班5个专班，分头
与政府、卫健委等单位对接，做好“数智
移动、实事为民”各项保障。

黑龙江移动
迅速响应全力做好防疫保障

9 月 21 日，哈尔滨市突发新增
新冠肺炎疫情，黑龙江省全面进入
应急状态。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
是责任。面对疫情，黑龙江移动党
委深入贯彻国家关于疫情防控工作
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
委省政府和集团公司党组关于疫情
防控各项工作要求，清醒认识我省
疫情防控工作的复杂性紧迫性，第
一时间响应，省市联动，落实落细各
项防控措施，坚决做到“快”“严”

“责”“合”，助力打好疫情防控阻击
战、歼灭战。

突出“严”字
严格落实疫情管控要求。黑龙江移

动省市公司联动，按照“先管后筛”原则
抓紧排查密接人员。省公司综合部党支

部连夜发布内部疫情防控要求，目前员
工中有7人集中隔离，505人居家隔离，
全力阻断疫情传播链条；组织全面落实
核酸检测要求，2天时间内省本部1090
人中98%完成第一轮核酸检测，哈尔滨
公司员工2094人中99%完成第一轮核
酸检测；发布值班值守要求，落实领导带
班、重要单位值班机制，确保出现问题时
快速反应、保障有力。

突出“责”字
在疫情中突出央企担当。哈尔滨移

动党委及时提供密切接触人员流动信
息，紧急进行医疗云扩容以保障全市近
千万人核酸检测数据的处理。哈尔滨移
动网络部党支部建立7*24小时保障机
制，设定专人对巴彦网络运行情况进行
实时监控和调度，2 天监控重点区域
2112个、专线 1560条，投入保障人员
455人次。巴彦分公司仅用四个小时完
成巴彦县人民政府专线迁移任务，有效
支撑召开防疫视频会议。哈尔滨各区县
党支部组织党员志愿者40余人赴各核
酸检测点开展志愿服务。

坚持优质服务“不打烊”。黑龙江移
动省市公司市场、IT支撑人员优化业务
流程，加强业务预处理。巴彦分公司党支

部深入网格、营业厅等场所检查营业厅防
护措施、研究缩短业务办理时间举措，减
少聚集时间。巴彦分公司兴隆网格全员
居家办公的同时做到服务不中断，在居家
办公的情况下组织人员进行线上服务，2
天内为客户办理业务109笔。

突出“合”字
举全公司之力支援哈尔滨市抗击疫

情，统筹多方力量，形成强大合力。扎实
做好“三保障”工作，结合公司大数据、
5G+等产品积极推广信息化手段，助力
地方政府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树立良好
的企业形象和产品口碑。全面排查消毒
液、测温枪、防护服、一次性手套、口罩等
防疫用品库存及需求数量，实施动态调
拨、库存预警，确保满足全省干部员工，
特别是一线员工的防疫需求。

疫情不退，抗疫不止。黑龙江移动
将坚决履行央企责任，践行初心使命，主
动担当作为，深入推进信息化技术在抗
疫中实践应用，充分发挥“三个主力军”
作用，用实际行动检验党史学习教育和

“我为群众办实事”工作成效，为全省疫
情防控贡献移动力量。

生活报讯（宋亚辉 记者栾德谦）中
秋节后的哈尔滨，一群群“大白”在城市
中辛苦地忙碌着……随着哈市第一、二
轮全民核酸检测的全面展开，为共同“抗
疫”，哈尔滨交通集团公路客运总站有限
公司，要求全体党员干部积极发挥先锋
模范作用，为疫情防控作出积极贡献。

据了解，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哈尔
滨交通集团公路客运总站各支部组织近
200名党员干部，组成3支“客运总站志
愿抗疫行动队”，轮流参与到所在社区的

核酸检测工作中。各客运站在保证客运
生产工作正常运转的前提下，抽调休班
的党员干部、入党积极分子等，到核酸检
测点支援。组队2日内，3支“客运总站
志愿抗疫行动队”分别对接了南岗哈西
社区，道外东莱社区、火车头道街社区的
3个核酸采样现场的维护秩序和信息采
集任务。

24日中午，“抗疫行动队”的15名成
员，自行做好防护措施后，由站长陆凯带
领，来到位于伍连德小学的东莱社区核

酸检测点，帮助维持现场秩序。时值中
午，检测对象多为结束线上教学的学生
及家长，孩子们见到同学后比较兴奋，难
免出现扎堆、闲聊现象，“抗疫行动队”的
志愿者不厌其烦地提示大家保持一米间
距、扫描健康码、出示身份证、戴好口罩
等防疫要求。褚波、李淼更是主动请战，
穿上防护服，和医护人员一起为学生和
家长进行信息登记录入，大大减轻了社
区及医务人员的工作压力，使核酸检测
现场秩序井然。

200名党员干部组“抗疫行动队”支援核酸检测点

生活报讯（记者肖劲彪文/摄）26
日，在哈尔滨市南岗区爱达九溪社区
核酸检测点，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等
奋战在防疫一线，用温暖的服务传递
着团结互助的真情。

当日，生活报记者在现场看到，社
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在现场维持秩序，
居民排起长队，井然有序。屈威是一名
党员，也是一名转业军人，他主动向社
区报名，参加核酸检测点志愿服务。

屈威经常参加社区组织的各项活
动，这次核酸检测任务，由于前期志愿
者较少，工作量较大，他连续做了两天
的录入工作，每天早上5点多出门，有

一天凌晨3点多才回家，26日已是他在
检测点连续工作的第5天了。屈威说：

“疫情当前，虽已退役，但保家卫国的责
任感与使命感一直扎根内心深处。”

转业军人志愿者屈威：

早上5点出门 凌晨3点回家

生活报讯（记者李丹文/摄）“您好，
您的物品请摆放在消杀区，请保持1米
间隔说出接收物品准确门牌号……”
1998年出生的于佳弘今年2月刚参加

工作，得知需要志愿者深入“抗疫”一线
下沉服务后，她积极报名。她说：“我是
黑龙江省希望工程捐助中心、省青少年
发展基金会公众宣传部的一名工作者，
日常就是为大家带去希望和温暖的，更
应该作为团省委‘龙小青’青年突击队
志愿者参与服务，贡献自己的力量。”

生活报记者了解到，于佳弘被分派
到封闭小区爱达88进行下沉服务，每天
的工作就是将小区内人员所需要的物品
登记、消杀，最后交由小区物业人员送
达。“33行、众多登记项的登记纸，半天
就能写满十多页。”手酸、声音嘶哑，是于
佳弘这几天工作下来的“标配”。

“龙小青”志愿者于佳弘：

坚守封闭小区4天 干到手酸嗓子哑

冰城志愿者在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