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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兴则企业兴，党建强则企
业强。党的十八大以来，安天把坚
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作为

“根”和“魂”，坚持把党的领导融入
公司治理各环节，把企业党组织内
嵌到公司治理结构之中，发挥企业
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
用，保证网络强国战略在企业贯彻
执行。

坚持网络安全主航道不偏离，
把直面战略客户安全需求、直面安
全威胁对抗、创新驱动企业发展，作
为企业党组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以威胁响应实战和有效客户安
全价值的达成检验党组织的工作力
和战斗力。

针对企业员工平均年龄 29
岁，党员大多为80后、90后，员工
中有很多应届毕业即加入安天的
特点，集团党委结合实际，主动占
领网络阵地，创建“网络党委”新模
式，结合“学习强国”APP、“安天党
员之家”微信公众号、内部信息平
台等网络途径，开展理想信念教
育，使“三会一课”、主题党日和民
主评议等组织生活得到延伸拓展。

强党建之根 塑信仰之魂

文/摄 本报记者 薛婧 李爱民
啪嗒啪嗒，伴随着小孙女轻快的脚步声，

76岁的杜永民开启了一天的幸福生活。
小孙女的幼儿园就在他所住的松北街道

办事处湖畔家园小区内，只用了两三分钟，杜
永民就将孙女送到幼儿园，他骑上自行车，沿
滨水大道一路前行。

江宽水阔，微风习习，岸边树木繁茂。大
约十几分钟，杜永民就来到哈尔滨新区中心
公园。秋日艳阳下，中心公园景色怡人，健身
设施一应俱全。每天，杜永民都要在这里休
闲三四个小时，锻炼身体，和老朋友聊天，笑
容在他脸上洋溢。

在松花江边生活了50年，杜永民非常享
受眼下这样惬意的生活。“年轻的时候根本想
象不到，晚年的生活能这么美好。”杜永民告
诉记者。

1971年，他一家7口人“闯关东”到哈尔
滨时就落脚这里的金星村大王家屯，当时买
了一个40平方米的草房。草房卖1100元，
他们只拿出了100元，此后一点点还钱，直到
1976年后才全部还完。

回忆兄弟五个和父母7口人挤在40平方
米草房里的生活，杜永民说，那时的日子真的
挺苦。在生产队种地、兴修水利、当兵，结婚
后盖了间属于自己一家三口的草房……杜永
民一一向记者述说着他的生活经历。

杜永民说，现在的幸福生活要归功于松
北区的开发建设、归功于松北镇金星村的动
迁。

2003年，天空中时不时飞过的无人机打
破了小村庄的宁静。“政府来勘探了，咱们村
要动迁了。”村民议论着。

2005年，杜永民就开始搬家了。“动迁时
回迁房就开工建设，第二年我们就搬到了新
家。”动迁后的杜永民开始了农民向市民的生
活转变。原来的松北镇变成了松北街道办事
处，政府给他办理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

“尤其是哈尔滨新区开发建设以来，这里
的变化真是日新月异。”杜永民告诉记者，江
北的快速发展让他看到了商机。他租了一个
10多平方米的店面，每天早晨2点多就起来
蒸馒头、烤烧饼，卖给附近的建筑工地，一天
能卖四五千个馒头和七八百个烧饼。2010
年，杜永民用挣到的钱在小区内买了一个30
多平方米的商服，开起了饭店。

十余年来，杜永民家周边一栋栋高楼不
断拔地而起，企业的入驻和商品房入住率不
断提升，这也使得他的小涛风味餐馆一直不
愁客源，每年收入都有十几万元。

杜永民说，他的退休生活就是带带孙女、
遛遛弯儿。儿子在饭店忙的时候，他也会去
搭把手，饭店经常来一些与他熟识的回头客，
与这些老顾客聊聊过往，他的内心会有一种
无比的幸福感。

本报讯（记者薛婧 李爱民）为更
好地适应疫情防控工作需要，避免人
群聚集，根据哈尔滨新区江北一体发
展区疫情防控的相关工作要求，9月
24日起，哈尔滨新区政务服务中心对
行政许可类政务服务事项实行预约
制办理。

据悉，该中心鼓励企业和市民网上
办理行政许可业务，对确需到政务服务
大厅现场办理的行政许可业务实行预
约后办理。企业和市民可通过“松北高
新区行政服务中心”公众服务号或拨打
预约咨询电话400-103-8890进行预
约登记。未提前预约的，办事大厅原则

上不予取号办理。
预约后携带本人身份证在预约时

间到达哈尔滨新区政务服务中心办
理，审批结果会通过“免费证照寄送”
服务邮寄至指定地点。如不能如约到
达现场，需提前一天取消预约，若三次
预约未到场，将不再享受预约服务。

行政许可类政务服务事项预约办理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幸福晒晒我的 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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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祖国””优秀爱国作品火热征集优秀爱国作品火热征集

党建 “红色引擎”激活力
记哈尔滨安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
本报记者 薛婧 李爱民

在日前举行的黑龙江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哈尔滨安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被授予“黑龙江省
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从G20峰会、“一带一路”峰会、金砖论坛等国家重大政治活动，到载人航天、探月工程、空间站对接、大飞机
首飞、主力舰护航等国防科研活动，在这些看不见硝烟的网络安全战场上，安天人始终不忘初心、秉承着对网络
安全行业的孜孜以求，积极提高“平时即战时”的思想意识，坚持与各种危害网络安全事件作斗争。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到
安天考察调研对安天的肯定，
时刻提醒着我们肩上的责任。”
安天集团哈尔滨行政副总监、
哈尔滨党支部书记苗文起说。

2000年6月6日，安天的前
身“安天实验室”诞生于一间不
足20平方米的民房之内。“安
天”是创业团队集体议定的名
字，将网络安全的行业属性与
团队的理想和信念相结合，既
有与客户共同撑起网络世界的
安全天空的使命感，也有强烈
的爱国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色
彩。同时，对党忠诚、信念坚定
也是安天人创业初期的精神

“根基”。
安天从2015年起，先后在

哈尔滨、北京、武汉、成都各属
地成立党支部。2018年，经上
级党组织批准，成立集团党委，
充分发挥“红色引擎”产生的

“红色动力”，激发企业科技研
发、技术创新等能力全面提升，
推动企业高效发展，切实担负
起网络安全国家队的责任使
命。

“红色引擎”
点燃企业发展动力

关键时刻，党员冲在前。2020
年5月，安天派出以共产党员为核
心力量的网络安全保障团队，助力
长征五号B运载火箭首飞取得圆满
成功。近期，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
务“天问一号”探测器成功发射，安
天投入大量安全设备与软件工具，
派驻工程师提供现场保障；凭借多
年来对重大活动网络安保的经验积
累，协同网内各种防御机制联合响
应威胁，顺利保障本次发射任务各
阶段工作，并将继续保障“天问一

号”探测器完成后续任务。
2015年以来，安天产品和服务

为历次重大航天飞行任务提供安全
保障支撑，包括天舟一号飞行任务、

“珠海一号”03组卫星发射任务、
“探月工程”等，安天的工程师们和
安天系列安全产品为发射、飞控等
场景安全提供了网络安全保障。坚
守爱国初心、心怀报国之志，安天作
为战略创新企业，始终将国家安全
作为唯一立场和第一视角，努力为
祖国新时代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坚守爱国初心 心怀报国之志

征集内容
● 以“我和我的祖国”为主题，围绕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这一主线，展现
新区人民群众新时代爱国主义热情、积极奋
进的精神风貌，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为
新中国72华诞送祝福。

征集时间
● 启事发布之日起至2021年10月30日
征集要求
1、征集作品分为文字、图片、短视频等类

型。
2、以不同角度展示新区经济和社会各项

事业蓬勃发展的正能量作品。
3、文字可以是散文、诗歌、随笔、杂文，字

数不超过2000字。
4、书法绘画及手抄报作品可单幅参赛，

也可组画。
5、视频作品可用抖音微视频、Vlog、微纪

录片等多种形式呈现，时长3分钟以内，微纪
录片可适当延长时间。

6、参赛作品必须是原创，如涉及著作权、
版权、肖像权或名誉纠纷，责任均由作者自负。

投稿方式
● 以电子邮件压缩包形式进行投稿，投

稿请注明“我和我的祖国”以及作者姓名和联
系方式。

邮箱：shexuan1404@163.com
联系方式 ：84010305 、18845146868

为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72 周年，大力弘
扬爱国主义精神，
进一步丰富新区
广大居民群众文
化生活，哈尔滨市
松北区委宣传部
与本报联合推出

“我和我的祖国”
优秀爱国作品云
展播活动，现面向
全区征集优秀作
品。

休闲之余，杜永民来饭店里帮忙。

杜永民
新市民的生活
有滋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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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9日早上7时，匆忙吃完
早饭的王有为换上防护服，来到北
岸社区核酸检测点，又开始了一天
忙碌的核酸采集辅助工作。“为了
保障核酸检测速度，午休只能轮
休，每天穿上防护服要坚持10个
小时以上不喝水不上厕所，虽然可
以午休一会儿但我基本也不吃午
饭，所以早饭要多吃点。王有为告
诉记者，刚来支援社区的第一天，
他家所在的小区也被封闭了，所以
他只能住在单位宿舍，白天在社区
支援，晚上回到单位还要继续加班
完成本职工作，现在已经一周多没
回家了。

同样来自哈尔滨水务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的下沉干部任强，在师
大社区忙碌着。由于社区较大，每
次核酸检测要完成4500余人的采
集任务，小区内还有很多行动不便
甚至卧床的老年人。任强和医护
人员、志愿者们爬楼入户通知，上
门检测是常有的事。

在松祥街道世纪花园C区支
援的松北区区委办下沉干部，从21
日中秋夜开始至今，连续接到紧急
核酸检测任务。松北区区委办副
主任王宝生介绍，世纪花园社区辖
区人口7000余人，老年人多，全民
检测难度大。在进行第一轮和第

三轮核酸检测时，都是时间紧任务
重，区委办6名下沉干部戴上“防
疫突击队”的红袖标，分赴该社区
各个流动检测车，维持秩序，协助
录入信息，帮助老年人扫码、推轮
椅。王宝生说，“在维持秩序的过
程中，看到一些孩子在排队等待的
过程中，还拿着书本在学习，很受
感动；居民保持秩序的自觉性越来
越强了，给社区工作减轻了很多压
力。”

据了解，自从9月21日进行首
轮全民核酸检测以来，哈尔滨新区
共派出6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到
28个社区，在为战“疫”贡献力量。

文/摄 本报记者 薛婧 李爱民
“您好，这里是松北公安分局大耿

家疫情防疫点，感谢您配合疫情防控工
作，登记，扫码，测温……”同样的话
语，在大耿家防疫点上执勤的民警们每
日要重复成千上万遍。

作为哈尔滨市北大门，防疫工作的
第一道防线，大耿家公安检查站承担着
哈市防疫工作第一道防护墙的重要功
能。

9月 21日，大耿家公安检查站接

到哈尔滨市防疫指挥部指令，立即对
离开哈尔滨的车辆及人员进行管控。
松北公安分局第一时间组建巡查防控
队伍全面启动24小时防控工作机制，
采取“双向”核查模式，确保不漏一人、
一车。一线执勤警力夜以继日坚守岗
位，对疫情中风险地区来哈车辆、人员
进行全面排查，坚决防止疫情扩散，共
出动警力82人次，检查车辆13000余
台次、人员 25000 余人次，劝返 4000
余人。

李阳春是巡警大队二中队中队长，
自2020年 1月 23日首次接到防疫工
作任务指令以来，已经连续两年放弃春
节休息。本次疫情发生以来，他将家里
年迈的父母和年幼的孩子都托付给自
己的妻子照料，自己带领全站民警、辅
警投入到防疫工作中，吃住在单位，24
小时守着北大门。今年已经 53岁的
他，身患高血压、心脏病，但为了方便
市民出行，保障哈市高速公路交通畅
通，每当路面车辆发生拥堵时，他总是
身先士卒，疏导交通。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这场战役
中，检查站就是他们的战场。作为战
士，当战“疫”的号角吹响时，松北公安
分局的民警、辅警们没有犹豫，毫不退
缩，用24小时不间断的坚守守护着城
市的北大门。

文/摄 本报记者 史志强
哈市林草局30名干部职工于9月26日清

晨赶赴一线，下沉松北区上院小区、银河小区、
保利公园9号、润和城小区等社区，开展疫情防
控工作。

为避免群众急躁情绪，林草局下沉干部语
气温和、态度亲切，努力为群众解决困难。于
长安骑单车为群众取快递；严同主动电话联系
取件人，为群众分发快递；左明、陈景华一同为
小区清理雨后积水；肖文斌自费为卡点执勤亭
搭防雨薄膜，便于群众扫码测温……一个个细
节，让社区群众感受到了林草干部带来的温
暖。本着不给社区添麻烦、加压力的原则，哈
市林草局为值守人员送去口罩、酒精、雨衣、雨
靴等防护保温用具，最大限度支持下沉社区工
作开展。

林草人
抗“疫”有我 情暖社区

本报记者 李宝森
“我是支部书记，我先上”“我们把手里工

作对接好，分组轮流上。”日前，哈尔滨市气象
局党员干部主动请战，下沉“疫”线。

哈尔滨市直机关工委紧急抽调党员干部，
下沉松北区支援一线疫情防控工作的号召刚
刚发布，哈尔滨市气象局党组迅速反应，连夜
部署，局党组成员、各支部书记主动带头，广大
党员踊跃报名，纷纷申请下沉到社区一线。

通知发布后的一个小时，15人组成的第一
批“冰城红云”志愿服务队集结完毕，火速支援
松北区船口街道松浦观江国际和观江新城两
个社区。

有序对接，“火线”上岗。9月26日10时，
15名“冰城红云”志愿者准时到达支援社区，并
对接具体工作，有的在小区入口查验扫码、测
温，有的在小区内巡视劝返聚集群众，有的提
示居民合理佩戴口罩，有的搬运防疫物资，有
的粘贴“一米线”标识，一个个忙碌的身影、一
幅幅工作的场面，汇聚疫情防控强大力量。

9月27日，支援的两个社区开展第三次全
员核酸检测，志愿者们秒变“大白”，进行录入
检测人员身份信息、引导居民按要求有序排
队、维持检测点秩序、提醒居民合理佩戴口罩、
耐心答复相关咨询等工作，与社区工作人员、
医护人员合力为两个社区7个核酸检测点近
8000居民进行核酸检测。

“红云”别样红！
气象志愿者奋战“疫”线

新区600余名下沉干部
坚守一线 书写担当
文/摄 本报记者 沈丽娟

9月29日，是哈尔滨水务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干部王有为下沉社区支
援的第八天.当天，他支援的北岸社区
有序开展第五轮全民核酸检测。

从9月22日开始，哈尔滨水务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主动请缨，抽调15
名干部职工下沉支援哈尔滨新区南
京路街道12个社区开展防疫工作。
下沉干部化身“大白”，穿上防护服，
戴上红袖标，成为“防疫突击队”队
员。他们的身影不停穿梭在核酸检
测的人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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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过往车辆信息登记过往车辆信息。。

志愿者们在防疫现场。
（图片由哈尔滨市气象局提供）

下沉干部维持秩序下沉干部维持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