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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广告

近日，按照居民提供的联系
方式，生活报记者联系到了这位
姓于的工作人员。在二十多天的
沟通过程中，记者感受到了居民
办事之难、效率之慢、阻力之大，

心情急迫却束手无策的无奈。生
活报记者了解到，无论是向牡丹
江国投公司反映情况或是采访，
于姓工作人员都是该公司唯一的
对接渠道。

工作人员多次回答“再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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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活 报 讯
（记者王萌文/摄)
一句“再了解”，让
愁盼产权证的牡
丹江棚改户又等
了一个月。近日，
牡丹江金龙家园
棚改户王先生无
奈地表示：“这样
的回复我们听得
太多了，已经等了
3年了，他们还要
再了解情况吗？”
按照王先生提供
的联系方式，生活
报记者曾多次与
国投一名姓于的
工作人员进行联
系，但问题始终没
有进展，该工作人
员自称是牡丹江
国投公司法务部
的信访负责人。
棚改户表示，“不
知道是什么原因，
到底是工作效率
低，还是在搪塞棚
改户？主管单位
的工作人员少说
几次‘金句’，多加
点实干精神，尽快
解决居民的办证
难题。”

2021 年 11 月 30 日，生活
报报道了牡丹江金龙家园上百
户居民遭遇办证难的问题。该
小区开发商表示，主要原因是原
来负责棚改安置的牡丹江城投
公司未进行棚改资金的结算。
居民们反映，他们都是在牡丹江
的棚改选房平台选的房源，这些
房源由原城投指定。那么，本应
给棚改户结算房款的棚改资金
哪去了？记者与牡丹江国投公
司相关负责人联系，对方一直没
有正面回应。随后，牡丹江市范
特区小区的棚改户看到报道后
也向本报反映办证难题，经调查
了解，2015年，牡丹江市负责棚
改工作的原城投公司用没有消
防验收的房子进行安置，导致这
些居民至今办不了产权证。

两小区棚改户反映
办不了产权证

采访中，金龙家园的王先生
告诉生活报记者，牡丹江国投公
司合并城投后，有专门接待棚改
户处理城投遗留问题的工作人
员，这位工作人员姓于，问题反
映给他后，他的回答是“了解情
况”“向领导反映”“正在研究解
决办法，很快就能解决”等等，就
是没有实质的解决方案，一等就
是一两个月，下回再去找还是类
似的说法。王先生说：“现在3
年了，我们从城投公司找到国投
公司，我们不需要托词和敷衍，
要的是有能力有决心为百姓破
解急难愁盼难题的决策人。”

“3年了，
问题就是不推进”

居民向记者展示入户手册居民向记者展示入户手册

2021年12月初，在本报第一次报道牡丹江市金龙家园小区棚改居
民办证难时，生活报记者就与于姓工作人员进行了联系。在此后的沟通
过程中，他多次提到领导正在研究，三次回答“再了解”，但是有效信息披
露和解决方案都没有。

2021年12月8日再次采访时，居民质疑棚改资金的去向等问题，他
也没有回复。生活报记者与其联系，他同样告诉记者：“领导还在研究，
等沟通结果吧，几方面正在一起沟通，沟通之后才能答复。现在许多问
题都定不了，等有协调结果再说。”

2021年12月24日，生活报记者来到牡丹江，对范特区棚改户反映的
原城投公司用消防没验收的房源给棚改居民安置的问题进行现场核
实。记者在牡丹江国投公司等了一下午，见到于姓工作人员后，他的答
复仍是“再了解”。

2021年12月27日，记者电话采访这个工作人员，“把该小区列为房
源的时候，知不知道消防没验收？”他又答复“了解了解吧”。

2021年12月30日，记者再次拨通该工作人员的电话，对方表示：“还
没问清楚，最近比较忙。”该工作人员也没有通报解决方案，又重新统计
了一下几个小区棚改户提出的诉求和问题，表示稍后再答复。

“万能金句”反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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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家庭装修、办公场所
装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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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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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工作就看生活报

哈尔滨卓易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是一家专业致力于安防产
品、家庭防盗报警系统设计安
装企业。

公司承接
闭路监控，远程监

控，门禁系统，停车场一
卡通、入侵防盗系统、防
盗报警、视频会议、公共
广播、楼宇对讲、电子显
示屏等智能建筑弱电系
统的工程设计及安装。

应用领域
政府机关、银行、公

共交通、体育场馆、学校、
商场超市、小区、娱乐场
所及公共建筑设施场所。

公司拥有专业的销售团
队，及在安防领域具有深厚技
术力量的专业施工队伍。坚持
“以人为本，科学经营”的管理
理念，以“用户至上，信誉第一”
的优质服务赢得了广大客户的
认可和信任。

诚 聘

招聘：技术实习生10人
岗位要求：
1、监控、计算机及办公

设备安装调试。
2、有责任心，良好的沟

通能力。
3、工作认真，态度端正。
薪资待遇：

2800-3500元/月，试用期6
个月，试用期转正缴纳五险。

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
南通大街 258号船舶电子
大世界西区356室

联系人：张经理
电 话：15945696495

针对以上问题，记者联系了哈
尔滨市教育局相关工作人员，“对于
公布的新规和即将来临的寒假，我
们局成立了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处这
个新部门，就是为了进一步落实相
关规定。而且哈尔滨市也率先公开
了市和各个区的违规举报电话。”面
对哈尔滨各大校外培训机构仍在接
受寒假报名的问题，该工作人员表
示：“可以进行举报，我们会进行调
查和处罚。”

教育局：成立新部门
严查违规补课

生活报讯（实习生郭佳鑫 记者吕晓
艳）近日，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
生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获奖项目名单公
布，来自东北林业大学的“佑森装备——基
于车联网技术的多功能森林消防车”项目
获得高教主赛道铜奖。生活报记者采访了

“佑森装备”项目团队的指导教师孙术发，
一起来了解“佑森装备”是如何工作的。

孙术发老师的团队研发了适用于林区
的智能化多功能森林消防车，针对森林火
灾扑救研制了系列森林消防车产品。和普
通的森林消防车相比，孙术发老师团队研
发的多功能森林消防车具有爬坡能力强、
储水量大、操作简单方便等优点，同时具有
森林灭火、开设防火隔离带、绞盘自救、运
送给养等多种功能。孙老师介绍：“我们研
发的森林消防车，对林业集材拖拉机的底
盘进行改造，既保留了爬坡能力强、林地适
应性好及通过性高的优点，又重新配置了
大功率发动机，明显提高了载重能力和稳
定性。”

多功能森林消防车上山的爬坡角度可
以达到35度。该车能够装运四吨到五吨

的水，搭载的自动水炮，可以远程遥控控
制，操作非常方便、安全，水炮的射水范围
能够达到半径50米内360度的全覆盖，效
率非常高。多功能森林消防车搭载的排障
器可以在林区开设防火隔离带，并可快速
开辟应急运输通道。配备的液压绞盘可以
进行拖拽救援，同时还可以进行自救。

这款多功能森林消防车还曾经参加过
内蒙古大兴安岭雷击火灾的救援，为林区
一线火场实现了72小时不间断送水，原计
划需要一个月才能扑救完成的火场，有了
多功能森林消防车的参与救援，经过一个
星期火场就被成功扑灭了。孙术发老师团
队还进行了一系列新车型的研发，产品包
括小型、重型森林消防车和运兵车，后续还
会继续研发森林防火后勤保障车辆。

东北林大师生研发多功能森林消防车

助力森林助力森林灭灭火火
7272小时不间断送水小时不间断送水

生活报讯（记者李丹文/摄）为充分
发挥青年人才智力优势，带领广大青年助
力乡村振兴，助推龙江好品好货走出省
门、走向全国餐桌。1月8日，共青团黑龙
江省委员会、黑龙江省青年联合会、黑龙

江省希望工程捐助中心、黑龙江省青少年
发展基金会等，共同举办“新青年·助振
兴”第二届中国青年年货节暨“I年货·爱
家乡——我为龙江食品代言”活动。

参展的20余家爱心企业,为留守

儿童捐赠了300个新年礼物,助力孩
子们度过一个愉快祥和的新春佳节。

本次青年年货节活动将持续到农
历春节前，助力龙江百姓度过一个平
安、喜庆、红火的新春佳节。

青年年货节 龙江食品“唱主角”

哈市下发校外补课收费标准后，记者走访发现

仍有文化学校在高收费 还超前授课
哈市教育局：成立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处 严查违规补课

生活报讯（实习生张瑞焓 记者梁晨）近日，哈尔滨市公布了义务教育阶段线下学科类校外培训基准收费标准及《哈尔滨市学科类校
外培训机构培训行为负面清单》(以下简称《负面清单》）。对此，记者走访了哈尔滨市部分学科类校外培训学校发现，对明令禁止的寒暑
假授课，培训学校仍置若罔闻，坚持接受寒假预约报名，并且价格高于基准收费标准。

日前，省发改委、省教育厅印发
《关于义务教育阶段线下学科类校外
培训收费标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标准课时长为45分钟，班型10
人以下，每人每课时30元；班型10-35
人，每人每课时25元；班型35人以上，
每人每课时20元。收费标准上浮不得
超过10%，下浮不限。

6日，记者来到哈尔滨市大森林
教育培训学校，学校工作人员向记者
介绍，学校的寒假班即将开课，初步定
为线上授课。寒假班初三单科18天

课时，每天2小时。30人的班型，总费
用1300元。由此推算，大森林教育培
训学校的收费情况与《通知》中的收费
标准浮动不大。工作人员也表示，学
校收取的费用在《通知》收费标准之
内。之后，记者电话采访了哈尔滨市
思锐培训学校，工作人员表示，该学校
的寒假班开课时间、课时还未确定，但
可预约报名。20-30人班100元1小
时40分的收费，学校将按《通知》要求
进行整改。最后，记者联系到哈尔滨
市亚欣教育学校，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培训学校刚刚恢复线下授课，学校主
打小班授课。“寒假班设置了15天的
课时，每天2小时，班型不同收费标准
也不同，分别是：6人制小班每小时
100元，两人制小班每小时150元，1
对1教学两个小时550元。”

三家教育培训机构的价格不同，
但授课内容都是对学生下学期即将学
习的内容进行提前授课，这与《负面清
单》规定的“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
期不得组织培训”和“培训进度不得超
过中小学校同期开课进度”相违背。

培训学校：接受寒假报名

生 活 报 讯（记 者吕晓艳）
“通过设计制作木质或竹制结构
的立体模型，增进同学间的协作
能力，让同学们勇于挑战自我、
提升自我、大胆思考、发挥聪明
才智……”近日，省规划重点课
题《高中物理科学探究能力培养
的课程化研究》课题组面向哈
122中学高一学年学生，举办了
第二届“结构与承重”大赛。本
次大赛共吸引了24支队伍参加。

赛前，课题组主要成员、哈
122中高一物理备课组组长王颖
老师宣读了比赛规则。按照要
求，学生需用一次性筷子（木制、
竹制）、砂纸、壁纸刀、锯条、502胶
水、颜料等材料，制作出承重面积
不小于150平方厘米，高度不小
于15厘米的长方体、立方体、棱
台、棱柱、圆柱等任一立体结构。

此次赛事分承重赛和挑战赛
两项，承重赛要求作品能承受住
指定重物并坚持五秒。需要注意
的是，作品承受重物的质量与作

品本身质量比值越大，分数越
高。挑战赛分为两轮，第一轮为
指定质量，作品能承受指定重物
并坚持五秒钟，可获得晋级第二
轮的资格。第二轮为自选质量，
参赛选手自己选择承受重物，在
作品不损坏不倾倒、能够承受重
物五秒的前提下，承受的最大质
量为作品最后成绩。承受质量越
大的作品分数越高。

比赛过程中，各参赛队伍不断
增加承重重量，挑战新的高度，选
手们也变得紧张又兴奋，场面火爆
热烈，现场掌声、喝彩声不断。在
承重赛中，24 支参赛队伍的作品
均达到了承受 4.6kg 的重物并保
持 5 秒的要求，全部顺利晋级。其
中，由一班赵嘉睿，张钰松，马世超
组成的五号参赛队荣获承重赛一
等奖。挑战赛第一轮为指定质量，
参赛作品要承受 11.3kg 的重物
并保持 5 秒。经过激烈角逐，由7
班南宇、张春蕊、梁茜玥组成的20
号参赛队获得本场挑战赛冠军。

哈哈122122中中““结构与承重结构与承重””大赛让学生大赛让学生““脑洞大开脑洞大开””

用一次性筷子承重10公斤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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