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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记者于海霞文/摄）
春节临近，哈尔滨市安全生产委员
会办公室发布提示：在哈尔滨市区
四环路围合区域(含四环路)、松浦镇
四环外区域、利民开发区、哈尔滨经

济技术开发区、机场路沿线区域(新
发镇、新农镇、太平镇)以及平房区、
呼兰区、阿城区、双城区人民政府划
定并向社会公告的区域内，禁止燃
放、销售、储存、运输烟花爆竹。

哈市安委办提示：

四环内严禁销售、储存、燃放烟花爆竹

生活报讯（记者于海霞）23日，哈
市香坊区应急管理局接到市民举报，在

三环路与进乡街口高架桥匝道内，有人
非法贩卖销售烟花爆竹。

执法人员赶到现场，查处、取缔
扣押了一处非法贩卖烟花爆竹销售
点，现场扣押烟花爆竹32件，并转移
到有资质的烟花爆竹存放仓库进行
封存，对相关责任人作进一步处理。

执法人员表示，对非法违法储
存、经营烟花爆竹行为采取“零容
忍”，发现一处，查处一处。同时提醒
广大市民禁放区域内严禁销售、储
存、燃放烟花爆竹。禁放区域外严禁
非法销售冷烟花、钢丝棉烟花等违禁
烟花爆竹产品。下一步，香坊区将继
续加大烟花爆竹非法储存、经营行为
打击力度，联合公安等部门开展全覆
盖排查检查，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查处取缔一处
非法经营烟花爆竹销售点

生活报讯（记者吕晓艳）记
者从省教育厅获悉，2022年，我
国在教育类研究生和公费师范
生实施免试认定改革的基础
上，继续在高等学校师范类专
业中开展免试认定改革，将教
师队伍质量关口前移到培养院
校。

根据国家中小学教师资格
考试改革的进程，分步推进。对
2017年及以前加入国家中小学

教师资格考试改革试点省份的
高等学校相关师范类专业，自
2022年起可以参加免试认定改
革。实施免试认定改革的高等
学校应建立师范生教育教学能
力考核制度，根据培养目标分类
对师范生开展教育教学能力考
核，考核合格的2022届及以后
年份毕业生可凭教育教学能力
考核结果，免国家中小学教师资
格考试。

2022年起 高校师范生
开始免试认定教师资格

生活报讯（记者张立）23日，辽宁省沈
阳市辽中区在对北京市丰台区来（返）沈人员
例行主动核酸检测中，发现一例核酸检测阳
性人员，诊断为无症状感染者。该人于1月
21日乘坐D825列车（05车厢02C号）抵返沈
阳。

为精准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防
控策略，有效控制和阻断新冠疫情传播风
险，哈尔滨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特发布疫情

防控提醒如下：请2022年1月21日以来到
过辽宁省沈阳市以及有过其他中高风险地
区旅居史或者与最近公布的病例行程轨迹
有过交集，特别是同时间去过相同地点或乘
坐过同航班、同车次的来哈返哈的所有人
员，在做好个人防护的前提下，立即向所在
社区（村屯）、工作单位、居住的宾馆报备，并
配合执行疫情排查、核酸检测、医学观察等
防控措施。

乘过这辆列车的人员 速报备

生活报讯（记者仲亮）24日，记者从黑
龙江省纪委监委网站获悉，日前，哈尔滨市纪
委监委通报5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
问题。

1、哈尔滨市司法局原党委书记、局长向
生元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等问题。2012年12
月至2019年2月，向生元借传统节日、儿子结
婚等时机，违规收受下属及管理服务对象礼
品、礼金，折合人民币116.55万元。向生元还
存在其他违纪违法问题。2021年2月，向生
元受到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
待遇；违纪违法所得予以收缴；涉嫌犯罪问题
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2、哈尔滨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原支队长马
为民违规收受礼金等问题。2013年1月至
2020年8月，马为民借传统节日、住院治病、
女儿结婚等时机，违规收受下属及管理服务
对象35人礼金、消费卡，折合人民币89.5万
元。马为民还存在其他违纪违法问题。2021
年10月，马为民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
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3、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原审判委员会

委员、房地产案件审判庭原庭长马韧违规收
受礼金、消费卡等问题。2012 年 12 月至
2020年1月，马韧借节日之机，违规收受下属
及管理服务对象8人礼金、消费卡，折合人民
币12.2万元。马韧还存在其他违纪违法问
题。2021年4月，马韧受到留党察看一年、撤
职处分；违纪违法所得予以收缴。

4、通河县交通运输局原党委书记、局长
闵立新违规收受礼品等问题。2019 年至
2020年，闵立新任通河县交通运输局党委书
记、局长期间，借节日之机，5次违规收受下属
及管理服务对象烟、酒、土特产等礼品，折合
人民币5200元。闵立新还存在其他违纪问
题。2021年4月，闵立新受到党内严重警告
处分；违纪所得予以收缴。

5、哈尔滨市公路客运总站原总站长董立
波公款旅游问题。2017年6月至2019年4
月，董立波任哈尔滨市公路客运总站总站长
期间，先后3次借参加会议之机，改变行程到
贵阳、重庆、南京等地旅游，违规核销相关费
用共计人民币6001元。2020年12月，董立
波受到党内警告处分；相关费用责令退回。

哈尔滨通报5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哈市司法局原党委书记、局长向生元
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被开除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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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记者于海霞文/
摄）为营造浓厚的节日气氛，哈
市香坊区组织文化志愿者开展
了“红红火火过大年”暨“迎新春
送福字”冰晶雪舞欢乐季文化惠
民活动。

活动现场热闹沸腾，书法家
们现场泼墨挥毫，铺满一屋的红

红对联和福字，与社区居民们欢
乐满足的笑脸交相辉映，一派喜
气洋洋迎新年的景象。居民们
拿到写满祝福和美好祝愿的春
联，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一边欣
赏充满喜庆祥和的春联，一边赞
叹书法家们德艺双馨的精神风
貌。

迎新春送福字

检查中发现违规销售的烟花爆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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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社区工作存在的问题，
政协委员们提出以下建议：

1、做好增编扩容，构建科学
合理的社区人才队伍结构。科学
确定员额，每个社区严格落实每
300-400户常住人口配备1名社
区工作者的核定标准；对超过
3000户的社区，每增加500户增
配1名社区工作者，并重点面向大
学生培养选拔人才，确保每个社
区配齐一定比例的大学生，不断
吸纳高素质社区工作者，进一步
构建科学合理的社区人才队伍结
构，逐步实现队伍的职业化、专业
化和知识化。

2、社区人才培养的关键就是
要“留得住人”。一要强化资金保
障，落实好社区工作者享有的各
项福利待遇，严格兑现社区工作
者人均补贴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
2.5倍的标准，同时根据工作年限

制定科学合理的工资待遇增长机
制，用待遇留人。二要为社区工
作者提供更广阔的发展平台，将
社区骨干力量安排在重要岗位锻
炼提升，在基层培养历练干部，拓
宽人员晋升渠道，让社区工作者
看到晋升希望，用事业留人。三
要不断优化社区人才成长环境，
对从事社区工作一定年限且表现
优秀的社区工作者，通过降低门
槛（参照干部招录的方式），破格
提拔、任用或选聘进入乡镇（街
道）事业编制，打通社区干部的上
升空间，用环境留人。

3、抓好教育培训，健全人才
培养使用制度。做好对社区工作
者的任职培训、在职培训和专门
培训，将社会工作培训纳入干部
培训和社会工作人才培训规划，
注重教育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
性，按照岗位职责和不同层次，科

学制定培训计划，并支持和鼓励
城乡社区服务人员参加社会工作
等各种职业资格考试和学历教育
考试，不断提高社区工作者的专
业化水平。

4、完善考核监督，加强对社区
工作者的日常管理。“上面千条线，
下面一根针”是基层社区工作者的
常态，身处在基层最前沿的社区干
部通过穿针引线、承上启下，发挥
着落实方针政策、引领示范的作
用。要探索建立从社区工作者中
培养发展党员，选拔基层干部，推
荐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
劳动模范等制度渠道，并建立健全
社区工作者绩效考核评议制度，将
考核评议结果与社区工作者岗位
等级、薪酬待遇、奖励惩戒、续聘解
聘等挂钩，真正形成群众可监督、
街道可考评、社区工作者自身可预
期的考核管理机制。

建议：增编扩容提升薪资待遇

生活报记者 吕晓艳 张立
23日，在政协黑龙江省第十二届

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民进省委的多
位委员带来了关于打造我省工业遗产
旅游产业的建议——创建阿城“龙江
特色创意工厂”的提案。

我省作为我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
有着丰富的工业遗产，2004年-2007
年，黑龙江省进入全国工业旅游示范点
名录的企业共有7家，集中在齐齐哈
尔、大庆、哈尔滨三座城市。民进省委
的多位委员经过深入调研发现，我省潜
在的工业遗产资源还有森林工业、石油
工业、煤矿工业、金矿工业和制造业，发
展工业遗产旅游有很大空间。

委员建议以阿城机械制造糖厂为

例，开发我省工业遗产旅游。可以采
取老工业基地博物馆、中国制糖业博
物馆、龙江非遗艺术馆、沉浸式体验中
东铁路博物馆、艺术馆、创客馆、创艺
休闲馆等多种展示形式。对阿城糖厂
的保护要从整体提升阿城历史文化街
区的历史风貌、恢复展示近代工业遗
产的原始要素为着手点，保留旧建筑
景观，通过雕塑、涂鸦、商铺门脸外观
等元素，打造“艺”想不到的街头风
光。应结合我省的人文风貌、历史故
事、建筑特点等元素，在使遗产保持特
质的同时，融入现代城市的发展过程，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从而保
持遗产保护和城市发展的协调性。

委员还建议，要规范工业遗产的
保护与开发，我省应以国家发改委关
于《推动老工业城市工业遗产保护利

用实施方案》为依据，出台我省工业遗
产保护利用的实施细则。

让老厂房变打卡地 打造工业遗产游

生活报记者 赵政府 仲亮
在全省两会上，人大代表许红霞

建议，应结合阿什河的自然特征，规划
建设生态公园、生态岛休闲度假区、生
态农业渔猎文化体验区等文化旅游产
业项目，进一步拉大城市框架，助力哈
尔滨东部地区经济发展。

许红霞在调研中了解到，近年来，
哈市加大投入力度，对松花江干支流环
境进行综合整治，阿什河河道水质得到
了改善，但周边旅游、地产、物流项目等
社会服务功能有待提高。在许红霞看
来，阿什河曾以景色如画、河水清澈见
底著称，她建议进一步加大对阿什河流

域的治理力度，加快治理脚步，使生态
环境和景观越来越好，为两岸产业和沿
岸城镇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许红霞建议，在阿什河哈尔滨市
区段规划布局，恢复河流的自然特征，
规划建设生态公园、生态岛休闲度假
区、生态农业渔猎文化体验区等文化
旅游产业项目，形成良好的亲水空间
和休闲娱乐场所，向市民开放。同时，
加速延伸阿什河沿江旅游观光带建
设，辐射带动沿线村镇基础设施建设，
全面提升阿什河旅游品质，打造集休
闲旅游、观光农业、健康养老等多种功
能于一体的绿色生态走廊。

阿什河建开放公园 打造生态走廊
生活报记者 吕晓艳张立

24日，在政协黑龙江省第十二届
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省政协委员蒋
忠烈带来关于针对农副产品物流、快
递政策倾斜的建议。

我省无论是大米还是林产品，在
品质上都具有较明显的优势。但在多
家电商平台上，黑龙江的农副产品和
林产品却处于价格竞争的劣势。除了
土地成本、人力成本及时间成本等不
可改变的因素外，物流成本也限制了
龙江产品的竞争力。我省运输行业极
为特殊，季节性较强，例如在“双十一”
活动中，恰逢燃油价格上涨，许多货运

车辆停驶，多地因无车可运导致爆仓，
部分货物十几天才得以出省，影响了
产品的销售。

蒋忠烈建议相关部门应充分认识
到物流对我省经济所产生的影响，多
部门应汇通联合，制定、出台相关优惠
政策，可以仿照绿色通道政策，适度减
免农林产品运输车辆通行费、给与相
关车辆或运输企业适当的燃油补贴等
措施，降低我省农林产品外运成本，打
通“起步一公里”，增强我省农林产品
的市场竞争力，调动整合资源，让黑龙
江优质农林牧渔产品能够铺遍全国，
让农业从业者能够从中受益。

降低外运成本 让龙江产品铺遍全国

两会“好声音”两会·“好声音”

专职社区人员缺口大 委员呼吁留住人才

面向大学生招人 提高工资待遇
生活报记者 吕晓艳 张立

疫情以来，我省的社区工作人员经常要下发各
种通知、协助疫情防控，工作量加大，人员经常出现
缺口。24日，在政协黑龙江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
五次会议上，来自民进省委的省政协委员们带来关
于建立社区人才队伍长效保障机制的建议。

政协委员们经过调研发现，目前我省社区工作
存在以下问题：

1、总体来看，社区队伍存在年龄偏大、文化水
平偏低、执证上岗比例不高等问题，与人民群众对社
区服务的需求相比、与经济社会的发展速度相比，社
区队伍在专业化、职业化等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

2、社区工作千头万绪，压力大、人员少、待遇
低，而工作任务持续加大，现有的培养、评价、使用、
激励等措施，还不能完全满足社会工作人才建设需
要。

3、专职社区人员队伍总量不足，社区队伍与
服务人口相比，人员缺口大、队伍不稳定现象普遍
存在。

现状：专职社区人员总量不足

哈尔滨老车辆厂遗址哈尔滨老车辆厂遗址 资料图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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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王晓文不慎将哈尔滨

市松北新区君豪新城 B5地块 7
号楼 807室，由君豪置业房地产

有限公司开具的收款票据原件

和认购协议原件丢失，票据号:
H0087935金额 5000元整。特此

声明作废！

● 孟玉成遗失人民警察证，

警号051744，特此声明作废。

● 徐建，不慎将太平区东风

镇（现团结镇）联胜村黄家崴子

的土地证丢失，地号：02-056，特
此声明作废。

● 丁超不慎将黑龙江增值税

普通发票(2300154350)丢失，NO:
01350215,位置：南岗区哈西大街

101-3号 3单元 18楼 2号，总额：

907509 元,声明作废，由此产生

的纠纷与哈尔滨海升龙房地产

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无关。

● 麻惠岩不慎遗失爱达尊御

4栋2单元2001室的购房发票一

张 ，发 票 号 ：05089118，金 额 ：

1100000元，特此声明作废。

● 本人唐伟生、孟祥杰不慎

将在哈尔滨哈西万达广场有限

公司购买的C7-4号房屋的代收

费用票据丢失，收据共一张，收

据金额小计为 191526.84 元，大

写：壹拾玖万壹仟伍佰贰拾陆元

捌角肆分，特此声明作废。

● 哈尔滨强弓男性功能治疗

仪专卖有限公司长江路分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230199MA1BBCB52B）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生活报中缝广告生活报中缝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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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本 人 隋 志 财 ，身 份 证 号

23010619621216081X，在香坊区

巴安里街二栋 3-1 号有住房一

处于2021年9月7日搬迁。搬迁

验收房屋喷号C2-34，本人承诺

此处房产无争议，并自愿承担一

切相应后果或法律责任。如有

异议。请自本报声明见报联系

本人，联系电话：13803641711。
声明人：隋志财

公 告
靳 国 滨 （ 身 份 证 号 ：

230108196707160419）：

根据《东北轻合金有限责任

公司 2021 年劳动用工压降实施

方案》，公司对待岗人员提出如

下政策：

1.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并按《劳动

合同法》支付经济补偿金；

2.集中培训，经考试合格后返岗。

经多次与你联系未果，请你

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30 日内与

公司取得联系并作出选择。逾

期，我司将按相关法律法规处

理。特此公告送达。

东北轻合金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1月24日

减资公告
黑龙江省信创科技有限公

司经董事会决定减少注册资金，

由原来的注册资金贰仟伍佰万

元整减到伍佰万元整，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

91230103MA190DW30E，法 定

代表人：赵海洋，请债权人自见

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公司清算小

组申报债权或要求债务担保，根

据公司法，特此公告。

黑龙江省信创科技有限公司

2022年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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