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哈市发布“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等政策

今年谋划储备生物经济项目100个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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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录 时 代 风 云 推 动 社 会 进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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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壬寅年 五月廿五

文/摄 生活报记者 王萌
夏季来临，阿城区体东名城小区的33户顶层业主犯了难，每年这个时候家中都会

有漏雨的情况。据业主介绍，该小区是棚改项目，2014年左右进户后，至今还没有验
收。而且业主认为楼体的防水层存在质量问题，应该进行维修。但找了几年，开发商
一拖再拖，主管部门也没解决问题，房屋漏雨一直困扰着业主。 （下转A06版）

阿城区一棚改项目居民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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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切换全国统筹信息系统

业务停办至7月11日
养老金正常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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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记者吕晓艳）生活报记
者从省人社厅获悉，按照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关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
统筹信息系统切换的工作部署，我省企
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信息系统定于6月
21日18时至7月11日8时30分进行系
统切换。系统切换期间，全省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线上、线下服务暂停办
理。系统切换不影响企业退休人员基本
养老金发放。其他险种服务渠道正常。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信息

系统切换上线期间，省、市、县三级企业职
工养老保险经办机构服务窗口、社银一体
化服务窗口、自助服务一体机、乡镇社区基
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服务窗口以及税
务部门办税服务厅及自助缴费终端、各代
征银行柜面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业
务全面停办。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国
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省人社厅网上
服务大厅、“龙江人社”手机APP、企业开办
一站式网上专区、银行就近办线上服务以
及黑龙江省电子税务局社保费网上缴费、

微信公众号社保费办理、支付宝社保缴费、
龙江税务APP社保缴费、各代征银行缴费
等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线上服务渠道全
面停办。其他险种服务渠道正常。税务部
门停止办理全部企业职工和灵活就业人员
基本养老保险征缴业务，企业6月征收期限
顺延至7月25日。

据介绍，7月11日8时30分线上及
线下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业务将恢复
正常办理。

省人社厅相关部门提示，系统切换

不影响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发放，
系统切换期间受理的社会保险待遇类业
务，系统恢复后优先办理，不影响个人权
益。系统切换期间，参保单位和办事群
众因特殊原因需办理相关社会保险业务
或申请办理企业缓缴的，可在参保地企
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经办机构线下窗口
继续申报，各经办机构在系统切换完成
后第一时间予以办理。切换期间如有疑
问，可致电12333（人社）、12366（税务），
也可拨打当地咨询服务电话。

我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切换全国统筹信息系统

业务停办至 7月 11日养老金正常发放

生活报讯（记者吕晓艳）生活报记
者从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服务平台
获悉，22日，哈市公布各民办义务教育
学校第二次跨区报名人数。据悉，7月
3日，哈市将公布各民办义务教育学校
经审核后的实际报名人数和名单。所
有经审核通过的适龄儿童少年，获得参
与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电脑随机录取资
格。

7月5日，进行直接录取和随机录
取。对本区报名人数不超过民办义务
教育学校招生计划的，区、县（市）教育
行政部门选择直接全部录取。对跨区

（1-2次）报名人数少于剩余计划数的，
也选择直接全部录取。

7月6日8:00-8日12:00，对直接
录取和取得随机录取（在计划数序号
内）资格的学生进行缴费确认，未在规
定时间内缴费的视为放弃录取，对放弃
录取的名额，以短信、电话等形式按随
机录取序号顺次通知家长缴费，在7月
10日15:00前录满（完）为止。

7月12日，由区、县（市）教育行政
部门在“黑龙江省民办中小学校招生服
务平台”公布本区、县（市）民办义务教
育学校确认录取名单。

哈市民办义务教育学校
第二次跨区报名人数公布

生活报讯（记者吕晓艳）生活报记
者从我省招生考试院获悉，《2022年黑
龙江省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计划》公
布后，经高校核实确认，现对《2022年黑
龙江省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计划》中
部分内容进行更正。

1.普通本科第二批A段，第194页，
黑龙江工程学院（院校代号2613）招生的

“理工类”“05地理信息科学”招生计划由
37人更正为137人。同时，取消黑龙江
工程学院（院校代号2633，第197页）“理
工类01地理信息科学(中外合作办学)”
招生。

2.艺术类本科批A段美术与设计学
类，第260页，大庆师范学院（院校代号
2620）招生的“艺术文”“01美术学（师范
类）（招民族唱法考生）”更正为“01美术
学（师范类）”。

3.艺术类本科批A段音乐学类，第
270页，佳木斯大学（院校代号1608）招
生的“艺术文”“03音乐表演（招声乐考
生）（专业课使用我省声乐专业统考成

绩）”招生计划数由2人更正为18人；“艺
术理”“03音乐表演（招声乐考生）（专业
课使用我省声乐专业统考成绩）”招生计
划数由18人更正为2人。

4.艺术类本科批A段戏剧与影视学
类 ，第 277 页 ，吉 林 大 学（院 校 代 号
1009）招生的“05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
课使用我省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统考
成绩）（高考文化课总分（含政策性加
分）须达到普通本科一批录取控制分数
线 60%及以上（四舍五入，不保留小数
位））”，更正为“05播音与主持艺术（专
业课使用我省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统
考成绩）（高考文化课总分（含政策性加
分）须达到普通本科一批录取控制分数
线）”。

5.艺术类本科批B段，第284页，南
昌航空大学科技学院（院校代号3204）招
生的“01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专业课
使用校考成绩）（招文艺考生）”，更正为

“01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专业课使用
校考成绩）（文、理艺兼招）”。

2022年我省全国普通高等学校
招生计划有更正

生活报讯（记者吕晓艳）生活报记
者从我省招生考试院获悉，按照教育部
和我省相关文件规定，22日，2022年
组织艺术类专业校考的高校校考合格
名单公示，考生可以登录黑龙江省招

生考试信息港查阅。社会各界监督举
报方式：电话：0451-82376027；收信
单位：黑龙江省招生考试院普招处；来
访接待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黄河路
69号。

艺考高校校考合格名单公示
我省公布举报方式

生活报讯（记者吕晓艳）生活
报记者从哈工大获悉，近日，哈工
大化工与化学学院吴晓宏教授团
队在超黑涂层技术领域取得重要
突破，团队攻克了超黑涂层常温制

备技术瓶颈，得到一种朗伯特性显
著的高稳定超黑涂层。经第三方
权威机构检测，宽光谱吸收高达
99.8%，光线80°入射时总散射积
分 低 至 1.5% ，可 凝 挥 发 物 为
0.00%，全面满足多种基体、复杂形
面、超大面积实施工艺和空间极端
环境应用需求，性能与技术成熟度
均优于国内外现役同类产品。

20多年来，吴晓宏教授团队针
对工况条件“量身定制”出一系列
满足服役环境的超黑涂层，已交付
遮光罩、挡光板、光阑筒，定标黑体
等产品数千件。成功应用于我国
风云、海洋、高分、环境，通信技术
试验等数十颗国家型号卫星和天
启、天雁、天拓等近百颗商业卫星。

哈工大科研团队
攻克超黑涂层技术瓶颈
应用于风云、海洋等卫星

生活报讯（记者吕晓艳）生活
报记者从哈尔滨工程大学获悉，日
前，由我国自主研发的首台深远海
漂浮式风电平台“扶摇号”正式起
航，成为我国进军深远海能源开发
领域的一大“利器”。此次，哈尔滨
工程大学船舶工程学院深海工程
技术团队承担了风机一体化结构

健康监测系统的研制，经过3年努
力，圆满完成“扶摇号”首次全过程
动态结构响应的数据采集任务。

据负责人哈工程船舶工程学
院教授曲先强介绍，该监测系统可
以获取平台运动和系泊参数，从而
对叶片和发电机组进行调节控制，
达到风机的最大发电量。还可对
平台结构进行实时动态监测，也可
以保障漂浮式风机在设计寿命期
内安全运行。

据悉，该监测系统由运动
监测系统、气隙监测系统、腐蚀
监测系统等 10个子系统集成。
深海工程技术团队联合水声学
院、材化学院、信通学院等相关
团队共同攻关，使系统国产率
达到 100%，实现动态信号与机
组主控系统和岸基设备的实时
通讯。

哈工程团队助力“扶摇号”起航
是我国首台深远海漂浮式风电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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