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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齐哈尔车务段组织营销人
员深入管内200余家企业开展深
度货源调查，了解企业货源情况，
精准掌握企业运输需求。疫情期
间，在深入蒙牛乳业、光明乳业等
企业市场调查时，了解到上海、广
州等地，鲜奶需求旺盛，为确保企
业鲜奶及时到达，为企业开辟绿色
运输通道，优先配箱，组织开行鲜
奶专列15列，今年前5个月在运力
紧张的情况下，保证了9.6万吨鲜

奶运输畅通。
铁路部门积极承接“水转铁”、

“公转铁”货源，成列组织富拉尔基
发唐官屯钢铁、龙江发济南以远西
平等站粮食、讷河发银山镇粮食、
嫩江发三水西集装箱大豆等“水转
铁”项目，深加工企业益海嘉里、东
北、龙江阜丰、白山乡中粮、依安鹏
程等“水转铁”项目产品外运4.59
万吨，“公转铁”项目预计全年运
量增加45万吨以上。

开行鲜奶专列承接“水转铁”货源

哈尔滨铁路
累计百天日装车
前5月发货超8800万吨

生活报讯（周晓舟 记者栾德谦）10日，记者从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
有限公司获悉，截至6月10日，哈铁累计100天日装车突破10000车，今年1
至5月，累计发送货物8810万吨，同比增加584万吨，增长7.1%，前5个月铁
路集装箱发送量、日进关装车数等关键指标均创历史同期新高。

10日10时许，记者在尚志火车站
货场内看到，数台大型铲车同时轰鸣作
业，抢装一列55节车厢河沙。3小时
后，这些石料将运往省内重点项目用料
基地。哈尔滨车务段尚志站党总支书
记魏新林向记者介绍，“我们为企业提
供‘一企一案’的帮助，从货位安排，备
货、请车、装卸、运输等多方面经过优
化，装卸能力提升一倍，装55节车厢的

时间从原来的5小时压缩到3小时，每天
能装两到三列火车。5月1日以来，车站
矿建发送量日均装车近200辆，达到了
尚志站五年以来的同期历史新高。”

据了解，哈尔滨局集团公司成立货
运增运和保通保畅工作领导小组，有力
有效保障重要民生物资、重点生产物
资、抗疫物资等物资运输，为促进产业
链供应链稳定提供有力支撑。

尚志站日均装车200辆 创五年新高

优化运输组织，提高货运能力。发
挥铁路调度集中统一指挥的优势，充分
运用京哈、滨洲、绥佳等重点铁路通道
优势，加大煤炭外运力度，加强伊敏等
西煤东运通道扩能改造施工组织。前
5个月，集团公司煤炭中长期运输协议
兑现率109%、大宗运输协议兑现率
113.2%。加强京哈等主要进关铁路通
道的运力协调，日均装运山海关站以远
货物达1554车，同比增长57.4%，创历
史最高水平。前5个月，集团公司超过
90天日装车过万辆，创10年以来最好水
平，实现货物运输组织的格局性变化。

拓展物流渠道，助力复工复产。基
于东北地区的企业产运销特点和满足
企业日益增长的物流服务和多样性需
求，铁路部门主动帮助企业量身定制
11个主要货类23种物流模式和56个
产品系列。充分发挥集装箱新优势，先
后开行了“西煤东运”敞顶箱列车、集港
多式班列、广东鲜奶班列、北大豆“水转
铁”直达专列等集装箱项目。前5月集
装箱完成1139万吨，增幅达34.3%。
协助企业解决港口憋堵不畅问题，积极
承接“水转铁”“公转铁”项目，引导企业
加大黑龙江省粮食产区直采比重，替代
港口临港采购，累计开发“公转铁”项目

168个，完成运量1149万吨，同比增长
47%。

加强口岸运输组织，促进国际产业
链供应链稳定。积极服务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努力克服疫情对口岸运输
的影响，组织专班前往口岸站区，积极
与海关、边检、外事等部门及沿线国家
铁路企业强化沟通协调，优化完善国际
联运方案，加强中欧班列运输组织，保
障国际铁路通道畅通，用好95306“数
字口岸”，满洲里、绥芬河站实行敞口接
车，提升国际联运能力效率，助力我国
外贸保稳提质。年初以来，经满洲里、
绥芬河口岸进出境中欧班列突破2000
列，同比增长13.9%。

加强铁路货运营销服务，提升客户
体验。铁路部门变“坐商”为“行商”，采
取多种方式对接走访4100余家企业客
户，主动上门服务次数同比增加40%，
新增铁路客户占客户总量的25%。不
断适应数字经济发展要求，满足企业、
货主服务需求，用好新版铁路95306货
运电子商务平台的新功能、新服务，实
现铁路货运业务全程网上办理，让运输
信息多跑路、企业货主少跑腿，今年前
5个月累计网上办理货运业务90.3万
单，涉及货物8800余万吨。

哈铁五项措施全面保障百天日装车破万

年初以来，绥化车务段为更好
地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积极对接全
省重点项目，围绕粮食、矿建和民
生重点物资运输工作找准切口，主
动对接企业货主，深入走访调研，
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和运行品质，为
地方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营销分中心和车站货运部门
两级服务人员，重点走访中粮集团
中粮米业绥化有限公司、绥化象屿
金谷生化科技有限公司、五大连池
象屿库区、北安农垦茂盛粮食贸易
有限公司等粮食企业，帮助企业进
行“公铁联运”、"铁水联运"、“全程

铁”服务，设计全程铁运输方案，畅
通粮食企业产品外运通道，路企粘
合度越来越高。

为保证哈伊高铁、绥大高速以
及海北、海伦等地乡村公路建设项
目顺利进行，铁路部门积极对接相
关建设指挥部，联系管内河砂企
业，牵线绥大高速各标段碎石、沙
土供应商与吸引区采石场、矿企业
对接，为供应河砂、碎石量较大的
客户设计个性化可行运输方案，并
给予双方保证运力。现阶段，管内
朗乡、兴隆镇、沈家、二龙山屯等站
矿建装车全面启动。

主动对接货主服务重点项目

海拉尔车务段充分发挥区域
货源优势，开年便积极走访对接管
内7家煤炭生产企业和10个矿点，
以稳定大宗煤炭货源为压舱石，积
极推进协议制运输，与大型矿企建
立全年候动态沟通协调机制，每日
紧盯矿方产量和煤源情况，倒排企
业外运计划，掌握客户运输需求，
并重点加强取暖煤、电煤运输组
织，保证东北地区民生需求。今年
前五个月，完成装车 49.1 万车，
3211万吨，同比均增长15%。

根据国家煤炭企业核增产能
的相关政策，辖区内伊敏煤电公司

煤炭产能今年预计为3500万吨，
较往年增长800万吨，企业外运需
求旺盛。为助力企业扩能达产、多
装快运，车务段以敞顶箱等车型为
突破口，与矿方共同研究设备改造
方案和煤炭装载方案，创新煤炭品
类入箱运输方式，实现增运增量。
集团公司组织在海拉尔东至伊敏
区间新建增设两个中间站，进一步
释放伊敏支线铁路运能，提高区间
通过能力，每天货物列车最大通过
能力从13对提升至20对，前五个
月已为该企业运输煤炭941万吨，
较去年同期多运255万吨。

创新煤炭运输方式加大电煤保供

破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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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望奎县云鹤电信代

理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231221MA7F5C396X） 遗

失 税 控 盘 ，设 备 编 号 ：

917018698202，声明作废。

● 张晚桐，性别女（父

亲:张景生，母亲:胡莹）不慎

将哈尔滨市医科大学附属

第四医院签发的出生医学

证 明 遗 失 ， 编 号

Q230018716，出生日期 2016
年5月23日，声明作废。

●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

城区恒盛新天地小区B13栋

楼20号商服，姚宏杰原始票

据丢失，特声明作废。

● 张铭冉，女，2019 年 7
月 10 日出生于黑龙江玛丽

亚妇产医院。父亲:张岩，母

亲:赵旭红，不慎将孩子张铭

冉 出 生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

T230089305,特此声明作废。

● 张铭硕，男，2016 年 4
月 17 日出生于黑龙江玛丽

亚妇产医院。父亲:张岩，母

亲:赵旭红，不慎将孩子张铭

硕 出 生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

Q230013902，特 此 声 明 作

废。

● 聂婷屹，女，2005 年

03 月 10 日出生于富锦市中

心医院。父亲：聂春雷，母

亲：石振宇，不慎将孩子聂

婷屹出生证明丢失，编号：

F230009534，特 此 声 明 作

废。

● 陈俊良，男，2002 年

07 月 18 日出生于富锦市中

心医院。父亲，陈春山，母

亲：石荣翠，不慎将孩子陈

俊良出生证明丢失，编号：

C230013340，特 此 声 明 作

废。

● 黑龙江省管理科学与

工程学会不慎遗失法人登

记 证 书 正 本（2019.10.31—
2021.10.31） ， 证 号 ：

512300005742229800，声 明

作废。

● 哈尔滨市香坊区泽一

仓储服务部于 2022 年 6 月 6
日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230110MA7FCJW55N，声

明作废。

●海林市瑞康大药房遗

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

可 证 编 号 ：

JY12310830015540，声明作

废。

●孩子姓名：李俊喆，父

亲：李富好，母亲：王占花，

出生日期：2015 年 6 月 4 日，

出生医院：哈尔滨市道外区

太平人民医院，不慎将孩子

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0230318434，声明作废

生活报中缝广告生活报中缝广告
受理地址：哈尔滨道里区地段
街1号生活报一楼阳光大厅

刊登
电话

84681180
15004697804

据沙广华介绍，《措施》从人力资源服务、
人才培养储备、办公场地支持、职工技能提升、
人才项目推动、社保经办服务、构建和谐劳动
关系等方面，为招商引资企业提供从签约到落
地、从投产到达效的“全链条”“全生命周期”人
社服务。

沙广华表示，人力资源是企业发展的第一
资源，为招商引资企业提供优质充足的人力资
源是推动其落地发展的重要保障。组织省、
市、县三级人社部门，深入开展“千名人社专员
服务招商引资专项行动”，主动了解招商引资
企业在用工、培训、服务等方面的需求，有针对
性地提前对接、组织招聘，送惠企政策、招聘服
务、用工指导进企业。

沙广华介绍，立足于让招商引资企业在我
省站稳脚跟、落地生根，我省充分运用省、市、
县三级116家公办创业孵化基地，为需要办公
场地和创新创业孵化支持的招商引资企业，提
供办公场所、政策咨询、融资贷款、创业补贴和
创业培训等“一站式”服务，完善创业指导、市
场推广、事务代理、政策落实等“全要素”政策
支持体系，努力构建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从优
到精的“全链条”孵化模式。做好招商引资企
业的社会保障工作，是消除企业后顾之忧、助
力企业发展的“稳定器”。开通招商引资企业
社保关系办理、转移接续“绿色通道”，大力倡
导“马上就办、办就办好”，全面推行“一对一”
服务模式，努力实现“一次申请、一门办理、限
时办结”。

为招商引资企业
提供“全生命周期”人社服务

据省人社厅副厅长何衍春
介绍，技能人才是支撑龙江制
造、龙江创造的重要力量。截
至目前，全省技能人才总量为
250.7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
78.6万人，占技能人才总量的
31.3%；全省共有技工院校106
所，在校生10.96万人，开设15
大类300多个专业，基本涵盖
了我省产业发展的各个领域；
每年组织开展近百项省级职业
技能竞赛，带动超过10万企业
职工和院校学生参与；全省共
有 13 人荣获中华技能大奖，
176人荣获全国技术能手，特
别是在去年有4人荣获中华技
能大奖，获奖人数居全国首位。

打造铺天盖地的技能人才
大军，对缓解就业结构性矛盾、

助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
作用。下一步，将以实现技能
人才供给同龙江高质量发展相
适应为目标，以“技能龙江”行
动为引领，将技能人才培养、使
用、评价、激励、技能竞赛等工
作有机衔接、系统推进，全链
条、多维度、强有力地支持我省
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促进技能
人才成长成才。持续建强精准
对接产业发展的人才培养载
体；开展覆盖全体劳动者职业
生涯全程的职业技能培训；创
新评价制度为企业培育技能人
才赋权扩能；创新以赛选育、以
赛弘技的龙江技能竞赛机制；
完善支持技能人才建功龙江的
激励措施。

以“技能龙江”行动为引领
促进技能人才成长成才

据省人社厅副厅长肇劲松
介绍，市场主体是稳增长、稳
就业、稳物价的主要依托，只
有着力通过稳住市场主体来
稳住就业，才能稳住经济大
盘、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重
点是围绕养老、失业、工伤三
项社会保险在“缓降返补”四
个方面推出了一系列援企纾
困政策，充分发挥社会保险的
民生保障“安全网”、收入分配

“调节器”、经济运行“减震器”
的重要作用。预计整个政策
期将为企业减轻负担 240 亿
元。

“缓”，就是扩大实施阶段
性缓缴养老、工伤、失业三项社
保费政策。“降”，就是延续实施
阶段性降低失业和工伤保险费
率政策。“返”，就是继续实施失
业保险稳岗返还。“补”，就是向
参加失业保险的企业和职工发
放补助。

同时，为了让市场主体、失
业人员更方便更快捷地享受到
稳岗返还、一次性留工培训补
助、失业保险待遇等政策红利，
创新运用大数据技术，提供智能
化、个性化、精准化服务，全面
推广“一简四免”经办新模式。

预计整个政策期
将为企业减负240亿元

生活报讯（记者张立）针对我省《贯彻落实国务院扎实稳住经济一揽子
政策措施实施方案》第8条“扩大受疫情影响减免‘两税’政策适用范围”和第
29条“减免租金政策”有关税收政策规定，省财政厅、省税务局研究制定了
《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有关税收政策兑现指南》。

生活报讯（记者李威兵）记者从
气象部门获悉，11日夜间到12日白
天，哈尔滨西部多云转阴有小雨，其他
地区晴转多云。预计12-13日哈市将
出现明显降雨，中西部区域有中雨，局
地大雨。

受东北冷涡影响，预计12-13日
哈市将出现明显降雨，中部和西部区
域（哈尔滨主城区、双城、呼兰、宾县、
阿城、五常西北部、木兰）累计雨量为
10～20毫米，局地雨量可达20～40
毫米，其他区域7～15毫米，同时易出
现雷雨大风、冰雹、雷电、短时强降水
等强对流天气。12-13日全市有4～
5级西南风，阵风6～8级。

另外，14-17日哈市持续有阵雨
或雷阵雨，多强对流天气，气温平稳。

近期哈市降雨增多，并容易伴有
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
天气，可能会导致低洼地段路面积水、
道路湿滑、能见度低，对交通、城市运
营等有一定影响；山区半山区需要防
御局地山洪、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等衍
生灾害。由于降雨分布不均，部分农
田内涝风险增加，建议低洼易涝地块
注意预防内涝，关注局地强对流天气，
加强田间管理。

今起七天
哈市持续有雨
明后天局地大雨

落实 条 稳经济 保预期

（一）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和个
体工商户，自用房产、土地坐落于
2022年被列为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所
在县级行政区域内的，可申报房产
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困难减免。

（二）出租房产、土地的纳税人，
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可申报房产
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困难减免。

1.将房产、土地出租给增值税小

规模纳税人、个体工商户。
2.在 2022 年免收一个月以上

（含）租金。纳税人免收租金1个月
（含）以上，是指按月减免1个月（含）
以上租金的；或者通过定额、比例等
其他方式减免租金，按照有效合同
（协议）计算的减免租金额度，相当于
1个月（含）以上租金的；或者延长1
个月（含）以上租期而不加收租金的。

符合这些条件可纳入减免范围

2022年1月1日-12月31日 符合条件的
我省个体工商户可减税减租金

我省出台措施

为招商引资企业提供“全链条”人社服务
生活报讯（记者仲亮）近日，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制定出
台了《全省人社系统聚力服务招商
引资企业落地发展十条措施》（以
下简称《措施》），10日，在省政府新
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沙广华对
《措施》进行了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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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奖公告

2022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对符
合条件的纳税人免征房产税、城镇土地
使用税，具体期限为：

（一）符合自用房产、土地减免税条
件的纳税人。免税期限为自划定为中高
风险地区的月份起至解除中高风险地区
的月份止。

（二）符合出租房产、土地减免税条
件的纳税人。免收1个月（含）以上租金
的，每免收1个月（含）租金，对免收租金
的房产、土地免征3个月房产税、城镇土
地使用税，最多减免一年（12个月）。免
收租金超过1个月但不足1个半月的，按
1个月计算；免收租金超过1个半月但不

足2个月的，按2个月计算，以此类推。
（三）此前将房产、土地出租给交通

运输业（铁路运输、道路运输、航空运输、
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四类）、住宿和餐饮
业、零售业、文体和娱乐业（指文化、体育
和娱乐业）、旅游业（指旅行社及相关服
务、游览景区管理两类）、居民服务业增
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和个体工商户的纳税
人，按就高不重复的原则执行。

（四）本公告发布之日前，已征的相
关税款可以抵减纳税人以后月份应缴纳
的税款。

按照政策规定，受理单位为各县
（市、区）主管税务机关。

全年免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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