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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成斌身份证号2301031967****
6211，系本公司员工，因患病医疗期限
届满，本公司已向你送达解除劳动关
系通知书，限你 5 日内到本公司办理
离职手续。
黑龙江恒电防雷工程有限公司

2022年9月5号

解除劳动关系通知

根据市政府关于历史遗留不动产
办理的相关规定，现对以下房屋不动
产权现授让人及相关情况予以公示：

本 人 芦 静 （ 身 份 证 号 ：
230105197507302326）现为道外区陶
瓷小区01、02地块11栋2单元1002号
房屋的受让人(房屋建筑面积 52.31平
方米)，原房屋所有权人赵广军（身份
证号：230104194610293712），原房屋
拆迁协议号01160064308，该房屋现已
实际转移至本人。本人芦静已自愿做
出承诺，并将以该房屋所有权人的身
份，申请办理该房屋《不动产权登记
证》相关手续。

本 人 赫 雷 （ 身 份 证 号 ：
230103198807272212）现为道外区陶
瓷小区01、02地块11栋2单元2305号
房屋的受让人(房屋建筑面积 52.83平
方米)，原房屋所有权人李凤琴（身份
证号：230102195701071922），原房屋
拆迁协议号01160064467，该房屋现已
实际转移至本人。本人赫雷已自愿做
出承诺，并将以该房屋所有权人的身
份，申请办理该房屋《不动产权登记
证》相关手续。

如对上述房屋所有权存有异议的
（包括房屋经多次交易过程中存有异
议当事人），请在此公示公告发布之日
起 15个工作日内，向哈尔滨好民居建
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和哈尔滨市不动
产登记中心道外区第二分中心共同分
别提交异议书面申请，请求暂停办理

《不动产权证》相关手续。
哈尔滨好民居建设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受理地址：道外区滨江街甲 24-9
号，电话51870815

哈尔滨不动产登记中心道外第二
分中心，受理地址：道外区南直路 703
号，电话87072843。

公 示

黄国军，黑龙江
黑河市人，1963年出
生 ，1.76 高. 体 型 偏
瘦,于 2016 年出走，
至今未归，有知情者

请与家人联系，家人很着急。
联系人：李树英13706621793

寻人启事

债 务 人 ：肖 丽 ，身 份 证 号 码 ：
3208231196905025043；债务人：翟树
林 ， 身 份 证 号 码 ：
230103195506081611；债 务 人 ：龙 绍
明 ， 身 份 证 号 码 ：
230103195102133219；债 务 人 ：徐 中
南 ， 身 份 证 号 码 ：
230103195105253224；债务人：范旭忠
身份证号码：230102196910022814；债
务 人 ：郑 小 林 ，身 份 证 号 码 ：
230104196803220025；郑铁军，身份证
号码：230104197207200030。

我行已在黑龙江联合产权交易所有
限责任公司将编号为金桥支行 2010
个 房 字 第 142—0040 号 、金 桥 支 行
2010 个房字第 140—0041 号、（金桥
支）行 2010 年（个借）字第 2010—0272
号、（金桥支）行 2010 年（个借）字第
2010—0237号合同项下的全部债权挂
牌转让。2022年8月30日陈德峰受让
该笔债权并与我行签订债权转让协
议，相应权利一并转让给买受人。根
据相关法律规定特告知相关债务人上
述债权转让的事实，请相关债务人向
受让人履行上述合同义务。联系人：
孙婧，刘畅，联系电话：82620065。

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桥支行

债权转让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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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清除西宁路鑫丰云筑门前障碍

物。受松北区建设局委托，高开区基

础公司将拆除位于西宁路鑫丰云筑门

前10kv 振新线林家分46右4号2根电

线杆及附属设施，现寻找该电线杆权

属单位或个人，请于见报后 7 日内联

系：邓海涛（电话 15546074567)。过期

将视为无主电线杆拆除。特此公告。

哈尔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基础设

施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2022年9月7日

公 告

生活报讯（记者吕晓艳）
做饭、种菜、修家电，你敢想象这
是如今的学校课堂吗？6日，记
者从省教育厅获悉，今秋开学
起，我省义务教育新课标正式实
施，劳动课成为一门单独学科，
平均每周不少于1课时、在课堂
上，学生们不仅要学做饭，还要
学习家用器具的使用与维护，甚
至是种菜等诸多农业生产技能。

同时，体育课增加新兴运
动。新学期开始，体育与健康课
也有了新面貌，占总课时比例要
达到10%～11%，仅次于语文
和数学。除此之外，轮滑、攀岩
等新兴运动都有可能出现在课
堂上，花式体育课即将登场。

还有，艺术课更丰富。如
今，艺术课不再是单一的美术和
音乐，根据新课标1～7年级的
艺术课还会加入舞蹈、戏剧、影
视等内容。

加强幼升小衔接“适应课”
来了，课名没听说过？别着急，
这是特意为新入学的“小豆包”
准备的。为帮助孩子们顺利实
现从幼儿园到小学的过渡，新
课标明确将小学一年级上学期
设置为入学适应期，在这个学
期孩子们可以熟悉学校环境，
学习排队、放水杯，培养文明用
餐和安静午睡的好习惯。

我省中小学新学期课程大变化

体育课成“主科”占比仅次语数
做饭种菜修家电 这些都将进课堂

线下体育培训机构开展培
训教学的场地面积应不少于
200㎡。棋牌类体育项目每班
次培训的人均培训面积不小于
3㎡，其他体育项目每班次培
训的人均培训面积不小于 5
㎡。体育培训机构不得提供寄
宿场所。

体育培训机构培训时间不
得与当地中小学校教学时间相
冲突，培训结束时间不得晚于
20:30。

依据教育部等六部门《关
于加强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监
管工作的通知》，体育培训机构
应全面使用《中小学生校外培
训 服 务 合 同（ 示 范 文
本）》，建立培训预收费专用账
户，按规定加强预收资金管
理。体育培训机构应于每一年
度结束后，向属地体育行政部
门报告年度培训基本情况。

建立培训预收费
专用账户

生活报讯（记者吕晓艳）6
日，记者从哈工大获悉，6日10时
24分30秒，快舟一号甲固体运载
火箭搭载哈工大研制的首颗导航
卫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
升空，以“一箭双星”方式，将“微
厘空间”低轨卫星导航增强系统
S3/S4试验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此次发射的S4试验卫星由
哈工大与哈尔滨工大卫星技术有
限公司联合研制，是我国正在研
发的低轨卫星导航增强系统演示
验证任务第四颗试验卫星。S4
试验卫星是哈工大研制的首颗导
航卫星，标志哈工大小卫星研究
跨入导航卫星领域，实现新的突
破。S4试验卫星将开展星地一
体化组网控制管理、星载微推力
高精度电推进、高精度导航增强
信号播发等系列在轨技术试验和
系统演示验证，为低轨卫星导航
增强系统组网建设奠定基础。

“微厘空间”低轨卫星导航增
强系统是由160颗低轨卫星及地
面系统构成的天地一体化星座系
统，对中国北斗等卫星导航系统

进行性能增强，可为全球大众消
费、自动驾驶、地理信息、公共安
全等泛在用户提供高精度、快收
敛、低成本、高可靠的卫星定位增
强服务，实现全球分米(厘米)级实
时动态快速导航定位。以S4试
验卫星在轨系统级演示验证为基
础，哈工大联合哈尔滨工大卫星
技术有限公司共同承担了“微厘
空间”低轨卫星导航增强系统组
网卫星研制任务。

可为全球自动驾驶等提供卫星定位增强服务

哈工大研制
首颗导航卫星成功发射

生活报讯（记者梁晨）近日，哈市松北
区长青大街（徐州路—四平路）道路及附属
工程项目已由相关主管部门批准建设，项目
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施工进行公开
招标。项目计划2022年 9月30日开工建
设，2023年12月31日竣工。

依据招标文件，长青大街（徐州路—四
平路）道路及附属工程项目施工建设地点在
松北区，建设长青大街（徐州路—四平路）道
路及附属工程北起徐州路，南至四平路，建
设长度682.213米，道路等级为城市次干路
标准，设计车速为40公里每小时。

松北区

长青大街（徐州路—四平路）计划月底开建

生活报讯（记者仲亮）6日，由省委宣传
部主办的“黑龙江省‘非凡十年’主题系列新
闻发布会”的第五场——围绕我省“坚定不
移扩大开放，构筑我国向北开放新高地”做
专题发布，会上，省商务厅党组书记刘海城
进行主旨发布。刘海城说，2012年以来，我
省依托得天独厚的地缘区位优势，着力推进
以对俄及东北亚合作为重点的全方位对外
开放，全省开放型经济牵动作用不断增强，
为促进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刘海城说，10年间，我省多元化国际市
场不断拓展，“朋友圈”不断扩大，贸易伙伴
遍布亚、欧、非、北美、拉美、大洋洲，有贸易
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达200多个，全省对外贸

易累计实现1.81万亿元。今年1-7月，全省
进出口实现1450.6亿元，同比增长31.9%，增
速高于全国21.5个百分点，列全国第6位。
对“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贸易占全省进出口
贸易总额的70%以上，今年1-7月，对“一带
一路”国家进出口总值1143.5亿元，同比增
长38.9%，占全省外贸总值的78.8%。抢抓
RCEP生效新机遇，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新
发展格局，今年1-7月，对RCEP贸易伙伴国
家和地区进出口实现 129.6 亿元，增长
27.1%，前10位贸易伙伴中，RECP成员国占
据4席。一般贸易、加工贸易、边民互市贸
易、跨境电商等贸易方式逐步多样化，国有企
业、民营企业等贸易主体不断壮大。

构筑我国向北开放新高地——

10年国际“朋友圈”扩至200多个

我省青少年校外体育培训机构准入条件发布

建立培训预收费专用账户
生活报讯（记者梁晨）为进一步减

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
训负担，规范校外培训机构，深化体教融
合，进一步完善课外体育培训，促进全省
体育培训市场健康有序发展，我省制定
了《黑龙江省青少年校外体育培训机构
设立审查工作指引（试行）》。

本指引所称青少年校外体育培训
机构（以下简称体育培训机构），是指在
黑龙江省区域内，经行政审批部门批

准，在登记部门注册登记，以传授体育
技能、提升运动能力为目的，面向7—18
岁儿童青少年开展的课外体育指导、培
养和训练活动的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
包括青少年体育俱乐部、体育培训机
构、体育运动学校、学校体育社团等。
面向4—6岁学龄前儿童的体育培训行
为参照执行本《指引》要求。与升学考
试相关的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不适用
本办法。

体育培训机构专职体育执教、教研
人员原则上不低于机构从业人员总数的
50%，且数量应满足培训需要。要按照
培训项目特点和培训规模控制学员与执
教人员配比，每班次培训的学员人数原
则上不超过35人，超过10名学员的培训
至少配备2名执教人员。

体育培训机构的执教人员应持有以
下至少一种证书：

1.体育教练员职称证书；
2.社会体育指导员职业资格证书；
3.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颁发的体育

技能等级证书；
4.体育教师资格证书；
5.一级以上运动员技术等级证书（与

所教学运动项目相符）；
6.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确定的人

才评价机构颁发的体育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

7.经省级（含）以上体育行政部门认
可的相关证书。

体育培训机构可聘请持技术等级证
书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开展体育志愿服
务。

执教人员至少持有一种证书

黑龙江省黑龙江省““非凡十年非凡十年””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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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记者黄迎峰）1
日10时许，哈市道里公安分局尚
志派出所民警在核酸检测点执勤
过程中接到出租车司机邹先生报
警，称有人不付车费，并称要跳
江。

民警火速到场后，发现一名
50岁左右男子情绪激动，声称要
跳江，民警与男子保持距离，连声

劝解，民警此后通过对话得知，男
子从山东来哈打工，与老板发生
矛盾，产生了轻生念头。为尽快
解救男子，民警一边耐心地对其
进行安抚和开导，一边准备好应
急救援装备，历时半个小时，男子
的情绪逐渐稳定，打消了轻生的
念头。民警将其送回家中后，该
男子对施救民警表示感谢。

不付车费就下车 称要跳江
民警及时劝阻 送其回家

生活报讯（侯宪峤 记者时继凯）在核
酸检测中，女子竟用女儿的二维码代替女儿
进行检测……近日，通河县就发生这样一件
事。

记者从通河县公安局获悉，8月31日，
民警在工作中发现，通河镇某小区居民薛某
使用手机里其女儿杜某的健康码图片，冒充
女儿杜某进行居家观测核酸检测，给当地疫
情防控工作造成安全隐患。经查，杜某当时

是居家隔离期间，正常是三天两检，根据规
定8月28日开始隔离，9月1日后才能自由
活动。但杜某自己觉得8月31日即可外
出，于是当天就去给孩子买开学用品了，结
果防疫人员到家后，母亲薛某就拿着女儿的
健康码图片企图蒙混过关。

警方对违法行为人薛某依法处以行政
拘留10日，并处罚款500元，对杜某进行了
当面教育。

女儿居家隔离期间擅自外出

母亲竟冒充其做核酸

生活报讯（记者王萌 肖劲彪）6日，本报刊发了“海林一工人坐氢气球打松塔
飘走失联”的报道，目前此事又有了新的进展。记者6日上午获悉，前方搜救人员
已找到该工人，其腰部受伤，行动困难，但没有生命危险，搜救人员正用担架向山
下运送。

据龙江森工集团海林林业局有限公
司相关负责人介绍，4日7时30分，该公
司山市经营林场施业区内，在承包人李
某某的红松人工林中，其雇佣的外来人
员自带氢气球进行红松种子采收，过程
中氢气球飘走，一人被困。事件发生后，
山市经营林场在向公安部门报告的同
时，第一时间组织40余名林场职工积极
开展救援行动。

4日晚，气球飘至方正林业局有限
公司万宝山林场施业区的时候，被困人

员胡某择机跳下。5日10时40分，胡某
用随身携带的手机与家属取得联系。由
于手机定位有偏差，搜救人员初步定位
着陆点为通河境内。据家属介绍，胡某
跳下时腰部受伤，行动困难。

确认落点之后，龙江森工集团海林
林业局有限公司、方正林业局有限公司
当即组织消防、卫健、公安等部门以及方
正县公安局、哈尔滨蓝天救援队，赶往胡
某所在地，进行接力迎救，现场搜救人员
达到600余人。

被困者腰部受伤行动困难

6日9时50分许，前方传回消息，胡
某已被找到，意识清晰，生命体征良好，
着陆点位于万宝山林场二十四林班的一
处山岗上。

胡某表示，打松子的时候本来是用绳
子把氢气球固定在树上，但后来出现了意
外，氢气球随风飘走。氢气球上本来有两
人，另一人借势抓住树枝，从树上跳下，自
己未能及时脱困。胡某表示，自己不会操
控气球，当时心里又急又怕。“气球飘得相

当高，往下看就是一片山林，不知道哪儿
是哪儿，也不知道会飘到哪儿。”当天晚
上，气球下降后接近树梢，胡某借助树枝
从氢气球上脱身，爬到了树上。据救援人
员推测，夜晚气压低，氢气球飞行的高度
下降了，给了被困人员脱身的机会。

胡某称，从氢气球上下来后，自己在
树上待了一宿，第二天才下到地面。记
者了解到，胡某腹部和腰部有大片淤伤，
还有血迹，他自称是在树上刮伤导致的。

“高度下降后跳下在树上待了一宿”

据救援人员介绍，发现被困者位置
后，他们从山市经营林场施业区事发地
出发，驱车4个多小时才到达着陆点，全

程车程达300多公里。由此可以推测，
算上风向等因素的影响，被困者的飘行
距离也在二三百公里左右。

飘行距离达二三百公里驱车要4个多小时

据此前媒体报道，海林市的山市镇
曾是全国第二大松子集散地，每年9月
都会涌入来自全国各地的买家。一名
山市镇松子从业者张强（化名）称，打松
塔是高危职业。在山市镇，批发松塔的
老板会在松塔成熟前租下一片松树林，
雇佣采摘工人。采摘一般有两种方式：

人工爬树与乘坐氢气球。“购买一个氢
气球大概3万元左右。氢气球采摘的
多，大概是人工采摘的5倍，所以一般
都倾向于使用氢气球。打松塔季节性
很强，大概就最近一个月，但一名工人
一个月可以赚到2万元。如今，有些老
板会给氢气球装‘螺旋桨’。”张强说。

从业者揭秘：为什么铤而走险打松塔？

据当地负责人介绍，用氢气球
作业打松塔一直都是明令禁止的，
因为气球本身控制难度大，加之松
树林的作业环境复杂，存在很多安
全隐患。此次发生事故的氢气球

为承包人雇佣的外来人员自带的，
对于责任方，林业公司将进行提醒
和警示教育。此外，被困者运送下
山后，已第一时间送往医院进行检
查和救治。

当地有禁令热气球是外来人员自带的

“海林一工人坐氢气球打松塔飘走失联”后续

已被找到 在树上待了一宿
飘行距离达二飘行距离达二三百公里三百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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