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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本报讯（记者薛婧 李爱民）
在位于哈尔滨新区江北一体发展
区的哈尔滨金融中心项目工地现
场，用红砖、灰砖、水泥砌筑起的哈
尔滨新区“区标”和“哈尔滨新区”
五个大字格外引人注目，这是参加
砌筑技能大赛的6支队伍挥汗如雨
连续作战7个小时的杰作。

哈尔滨新区党工委副书记、松
北区委副书记任海龙参加活动并
为获奖选手颁奖。

1日，由哈尔滨市松北区总工
会主办、哈尔滨科技创新投资有限
公司和中建一局东北区域公司承
办的砌筑技能大赛在哈尔滨金融
中心项目工地举行。大赛在哈尔
滨新区江北一体发展区在建的60
多个省百大项目和市重点项目中
精心选拔了5个项目的6支施工队
伍参赛。

最后，经黑龙江省建筑协会专
家从尺寸、水平、垂直、对齐、角度、
细部等方面进行评审，评出哈尔滨
金融中心项目中建一局东北分公
司代表队获一等奖；深哈产业园科
创总部项目中建八局代表队获二
等奖；万科中俄国际城项目黑龙江
铭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代表队、汇
智环球金贸城项目河南中盛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代表队、深哈产业园
科创总部项目中建一局代表队、君
豪义乌城项目南通源丰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代表队获三等奖。

本报讯（记者沈丽娟）7月30日，
在哈尔滨市松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主
导下，哈尔滨新区“知识产权托管服
务”签约仪式在深圳（哈尔滨）产业园
区成功进行。这是哈尔滨新区首次进
行知识产权托管服务项目，面向新区
内重点行业产业集群推行的一种知识
产权服务新模式。

据悉，签约后，借助知识产权托
管，将会破解企业知识产权无法有效
运用和转化、不能为企业带来相应经

济效益的实际困境。签约现场，松北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哈尔滨市阳光惠
远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分别与黑龙
江惠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黑龙江哈
工智慧汉麻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黑龙
江立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繁
创机械设备有限公司、黑龙江鑫联同
创科技有限公司五家企业现场签订了
《知识产权托管服务协议》。

据了解，知识产权托管是企业根
据需求，将知识产权相关事务以合同

缔约的方式委托专业的服务机构进行
管理，指导企业制定知识产权管理制
度、战略规划、执行方案，协助企业开
展专利信息收集、知识产权评估、专利
质押融资、知识产权运营和知识产权
维权援助等工作。

松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充分考虑
到中小企业在知识产权发展过程中的
困难，积极探索和调研，组织企业与服
务机构充分对接，达成知识产权托管
服务合作。

知识产权托管 为中小企业发展助力

本 报 讯（记 者薛婧 李爱
民）为扎实推进“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7月30日，哈尔滨
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省及
哈尔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哈
尔滨润恒农贸批发市场开展了

“你点我检”食品安全快检开放
日活动。

据悉，“你点我检”活动是按
照食品安全监督抽检程序开展
的抽样检验活动。“点”是指由群
众指定抽检样品，“检”是指由市
场监管部门组织的专业机构进
行免费检测。活动开始后，前来

购物的百姓纷纷拿着刚刚购买
的蔬菜、水果及水产品等食材有
序排队到检测台前进行登记取
样，检测人员将抽取的样品按照
国家标准进行食品安全检测，大
约1小时，检测人员就可将检测
结果通过电话告知送检人，活动
中很多商铺的经营者也主动将
新购的食品送来检测。

活动中，现场工作人员和技
术人员还从专业角度解答百姓
关注、关心的食品安全问题，同
时讲解了农药残留、亚硝酸盐的
危害。

本报讯（记者薛婧 李爱民）日前，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
哈尔滨销售分公司相关负责人带着印
有“心系企业，开辟绿色通道；践行使
命，彰显优良作风”的锦旗送到了哈尔
滨新区行政审批局，向新区审批局工
作人员表达感谢之情。

据悉，为申请对辖区内7家加油
站的《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变更主
要负责人，近日，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
有限公司黑龙江哈尔滨销售分公司郑
先生来到新区行政审批局工程二组。
经了解得知，该变更事项的前置要件
为变更后的《营业执照》，后置还需办
理《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的变
更，需要时间较长。新区审批局工程
二组审批人员在充分了解企业的实际
情况后，积极与商事登记组和综合事
务组的负责同事进行沟通，召开了联
合审批工作会议，一次性告知企业办
理三个变更事项所需提交的材料及办
理流程。三个工作组同步受理、同步
审核、同步发证，使企业原本至少需要
跑三个部门才能办理完成的三个事
项，只跑一个部门，一次提交材料就完
成了7家加油站1照2证的变更手续，
切实跑出了审批服务“加速度”。

据悉，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
区行政审批局立足审批工作实际，扎
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解难题、补短板，在持续提升企业群众
办事的体验度、便利度和满意度中取
得了显著成效。

炎炎夏日

比“砌”功
新区举办砌筑技能大赛

幸福晒晒我的晒晒我的 账单账单

本报记者 薛婧李爱民
“快点！再磨蹭就迟到了！”2日一

大早，松北街道办事处湖畔家园小区居
民高胜利站在门口扯着嗓子喊着。随
后，爷孙俩高高兴兴地走出家门。高胜
利开着他的小宝莱，一路奔向学校。

送完孙子，高胜利将车入库后，迈着
悠哉步伐直奔公园，遛弯去了。

闻着花香，看着绿树，高胜利喃喃自
语，“真是赶上好时候了！现在孩子都是
蜜罐里长大的呀，吃穿不愁，要啥有啥！”

高胜利，今年68岁，他家的幸福生
活可以说是在车轮上转出来的，从最初
的马车到四轮子、小微型、大货车，再到
今日的宝莱，车的动力越来越足，他家的
生活也越来越富足。

“嘎巴穷”，高胜利仅用三个字概括
了他前30年的生活。临街一间茅草屋，
一个炕上睡全家，雨天出门一腿泥。
1985年，农村包产到户，高胜利有了地，
日子也有了点起色。

一家五口靠三四亩菜地，日子还是
很紧巴的。为了日子松快点，高胜利成
为村里第一个拥有马车的人，开启了他

“养车”生涯。自家马车，既方便把自家
菜运到江南卖，又可拉脚贴补家用。

那年，松花江公路大桥正在建设，高
胜利就赶着马车给工地送沙子。半夜喂
马，凌晨赶车拉沙子，一天跑8趟，一车
能赚5元钱，这一年下来，高胜利成了万
元户。

1999年，农民生活越来越好了，建

院落、盖砖房的多了起来，高胜利的生意
圈扩至江南江北30～50公里，运送材料
从砂石增至装饰材料。为抢抓机遇，他
一狠心花近4万元买了一台大货车。

“这台大货车真是买对了！”高胜利
笑着回忆往昔。2004年，高胜利所在的
道外区松北镇金星村大王家屯划归松北
区，城区建设也快了起来。在高胜利记
忆中，2010年，哈尔滨市政府大楼开始
建设，江北的建设也进入加速期。“那时
候，一天真是不着消停啊！”

同年，公路大桥扩建项目、三环跨四

环立交桥和大耿家立交桥同步建设，高
胜利开着大货车为项目工地配送沙子，
同时，他还为其他项目配送建设所需材
料。忙碌一年，12万元入账，看着银行
卡上的数字，高胜利嘴角轻轻上扬。

15年间，高胜利的货车在江南江北
间奔跑，用车轮追赶着城市的变迁。

如今，安享晚年的高胜利，开起了小
轿车。他让女儿用拆迁补偿款开办了一
所幼儿园，“哈尔滨新区建设商机很多，
只要肯干，家门口就能赚钱。”这是高胜
利常跟女儿说的话。

““你点我检你点我检””
食品安全快检开放日活动举行

为 办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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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胜利开车接孙子高胜利开车接孙子。。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薛婧薛婧李爱民李爱民 摄摄

高胜利高胜利 车轮追赶城市变迁车轮追赶城市变迁

比赛现场。本报记者 薛婧李爱民 摄

活动现场。本报记者 薛婧李爱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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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配合防控管理。近 21 日从
国内中高风险地区抵返松人员，到松
2小时内请主动向所在单位报告，同
时向本人居住地所在社区（村屯）报
备，并严格服从属地管控措施，配合
做好集中隔离、健康监测、核酸检测
等防控措施；近 21 日从确诊病例或
无症状感染者出现城市抵返松人员，
请主动向所在社区（村屯）报备，由社
区组织到所在街道的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免费做核酸检测，在核酸检测结
果阴性、体温正常且做好个人防护的
前提下，有序自由流动；7 月 16 日以
来，从省外非风险地区抵返松人员，
请主动向所在社区（村屯）报备，由社
区组织到所在街道的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免费做核酸检测。因疫情防控
需要紧急征用酒店、交通工具、防暑
降温设施等，请给予支持。

二、非必要不外出。建议广大居
民朋友暂缓外出旅游，如必须外出，
请务必提前向所在社区（村屯）、单位

报备，密切关注目的地疫情动态，合
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行程，旅途中务必
做好个人防护，如出现发热、咳嗽等
相关症状，及时到当地医疗机构发热
门诊就诊。如发现亲戚、朋友、邻居、
同事等有境外或国内中高风险地区
旅居史的，请立即向所在社区（村屯）
报告。

三、非必要不聚集。不组织、不
参加非必要的聚集性活动，广大党员
干部和机关企事业单位人员要带头
主动遵守疫情防控各项规定；倡导

“红事”缓办、“白事”简办，尽量少摆
席、少串门、少走动、不聚会、不聚餐，
避免人群聚集。

四、做好健康监测。如出现发
热、咳嗽、乏力、咽痛、腹泻、嗅（味）觉
减退等症状，应佩戴口罩及时到就近
的医疗机构发热门诊就诊（不乘坐公
共交通工具），如实报告相关的旅居
史和接触史；在药店购买退热药、感
冒药、抗生素等药品时，携带有效证

件，如实登记相关信息。
五、主动接种疫苗。接种新冠病

毒疫苗是预防新冠肺炎最经济、最有
效的手段，更是每一位公民应尽的责
任和义务。请符合接种条件的居民
朋友积极主动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共
筑全民免疫屏障。

六、保持良好习惯。坚持戴口
罩、勤洗手、常通风、一米线，并注意
咳嗽礼仪，使用公筷公勺，养成良好
的卫生习惯；出入医疗机构、药店、养
老院、机场、车站、商场、景区、宾馆、
影剧院等公共场所，以及乘坐火车、
公交车、出租车、网约车等公共交通
工具，请积极配合体温测量、健康码
（通信大数据行程卡+龙江健康码）和
疫苗接种情况查验。

七、时刻保持警惕。请高度关注
国内中高风险地区疫情动态，主动通
过官方渠道了解国家、省、市、区疫情
最新动态，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
对于一些未经权威部门确认的小道
信息，不在网上公开传播。

广大居民朋友，让我们携起手
来，团结一心、众志成城，持续巩固来
之不易的防控成果，共同筑牢疫情防
控安全屏障，以实际行动坚决打赢疫
情防控人民战、攻坚战、阻击战！

哈尔滨市松北区应对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

2021年7月31日

本报讯（记者闫一菲）近日，哈尔滨市急
救中心松北区和谐路急救分站启动仪式在哈
尔滨森海医院举行，这也是哈尔滨市急救中
心在松北区建立的第三个分中心。

“该分站的设立极大缩小了松北区急救
服务半径，缩短了急救反应时间，可以更好地
为患者生命保驾护航。”哈尔滨市急救中心主
任孙勇告诉记者，为了满足松北区域市民对
院前急救服务的需求，哈尔滨市急救中心
2017年在松北区依托哈医大四院江北分院
建立了第一个分中心，2019年依托哈尔滨市
嘉润医院，建立了南京路急救分站，此次依托
森海医院建立的和谐路急救分站是在该区建
立的第三个分中心。

本报讯（记者薛婧 李爱民）近日，松北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倡议、组织成立“哈尔滨
新区关爱退役军人志愿者之家”，并由社会
各界志愿者募捐慰问资金，前往5个镇、街
道办事处慰问10户贫弱退役军人家庭。

据了解，新区关爱退役军人志愿者之家
所属志愿者由政治可靠、诚信良好、热爱军
队、敬重军人的退役军人企业家，国企、私企
领导，企事业单位的公务员、职员和社会群
众组成。集聚社会各界崇军、敬军、爱军力
量，在退役军人事务局领导下开展关爱退役
军人工作。

关爱退役军人
志愿者之家成立

本报讯（记者薛婧 李爱民）7月30日，
哈尔滨新区官方网站发布《哈尔滨市松北区
卫生健康局所属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
员公告》，对外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54人。

据悉，本次招聘年龄要求为年满18周
岁（2003年8月11日以前出生），35（含）周
岁以下（1985年8月11日及以后出生）；具
有博士研究生学历和专业技术中级职称（含
相对应的专业技术类职业资格）人员，年龄
可放宽至40（含）周岁以下（1980年8月11
日及以后出生）；具有专业技术高级职称（含
相对应的专业技术类职业资格）人员，年龄
可放宽至45（含）周岁以下（1975年8月11
日及以后出生）；疫情防控一线的编制外医
务人员，三年内参加医疗卫生机构事业单位
公开招聘时，年龄放宽到45（含）周岁（1975
年8月11日及以后出生）。

据了解，本次招聘实行网上报名。报名
时间为2021年8月11日9：00至8月13日
16：00。报考人员注册个人基本信息、照片
上传、报名、查询资格审核结果、打印准考
证、查询成绩等均通过网络进行。

报 名 网 站 ：https：／／song-
bei2021wszp．ibaoming．net／

政策咨询电话：15046687367

54人！新区卫健系统
事业单位公开招聘

本报讯（郝帅 记者李爱民）近日，哈尔
滨市公安局松北分局学院路派出所民警连
续作战六天六夜，成功打掉一帮助境外电诈
组织洗钱团伙，依法刑拘7人，取保候审3
人。

7月15日，松北公安分局学院路派出所
接到哈尔滨市公安局推送断卡线索，辖区居
民李某的银行卡涉嫌电信诈骗。民警立即
对嫌疑人李某住所进行摸排走访，并于16
日将其抓获。

经审讯，嫌疑人李某如实交代了自己的
犯罪行为，他曾多次向该团伙出借银行卡，
获利数千元，并交代其团伙成员仍在学院路
某宾馆，另有一团伙成员为学院路某村村民
李某国。

得到线索后，民警立即对学院路辖区内
所有宾馆逐一筛查，同时对辖区村屯进行走
访。经过一天的摸排，确定了嫌疑人的具体
位置，并在某宾馆将嫌疑人张某、李某军抓
获，在学院路某村屯将嫌疑人李某国抓获。

经过缜密侦查分析，民警确定了这是一
个以嫌疑人张某为首的洗钱团伙，同时确定
了另外4名嫌疑人的位置并抓获归案。

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松北警方打掉涉
“两卡”犯罪团伙

致新区居民朋友的致新区居民朋友的一封信一封信

本报讯（记者沈丽娟）按照省、市、区疫情防控
指挥部工作部署，目前哈尔滨新区正在按要求分批
次开展12~17周岁人群疫苗接种工作。按照上级
统筹安排，9月底前，对12~17周岁人群进行分梯
次、分年龄段接种。截至目前，松北区15~17周岁
实际在校学生共计11631人，已累计接种10922
人，接种率为94%；12~14周岁实际在校学生共计
8925人，累计接种2302人，接种率为26%。

新区15~17周岁学生
疫苗接种率达 94% 截至8月 1日 24

时，哈尔滨新区累计收到下
拨“ 两 针 剂 ”疫 苗 857385 支

（1089928 剂次），累计接种第一针
546682人，累计接种第二针 536787
人（脱漏率为1.12%），破损疫苗131剂
次，现有库存 6328剂次；累计收到康
希诺5300支，已接种5299人，现有
库 存 1 支 。 重 点 人 群 共 计
182178 人 ，累 计 接 种

181631人，接种率为
99.7%。

哈尔滨市急救中心松北区
和谐路急救分站启动运行

全区广大居民朋友：
当前全球疫情起伏反复，国内部分地区相继发生多起“德尔塔”变

异株输入性疫情。南京禄口机场相关疫情，已外溢江苏、辽宁、四川、广
东、安徽、湖南等省市，警钟再次敲响，疫情风险仍然较大。结合“德尔
塔”变异株病毒承载量大、潜伏时间短、传播力强等特性，以及目前正值
旅游旺季人员流动性大等情况，为有效减少疫情输入风险，阻断病毒传
播路径，保护您和家人的健康。因此，提醒广大居民朋友务必提高警
惕，做好各项防护措施。

本报讯（记者李宝森）记者从哈尔滨水文水资源
分中心了解到，8月4日8时，松花江哈尔滨段水位
117.89 米，流量 7150 立方米/秒，低于警戒水位
（118.30）0.41米。

据介绍，由于近期松花江流域连续降雨，松花江
哈尔滨段水位出现连续缓慢上涨情况。从8月1日到
4日，水位从117.59米涨到117.89米，仍在警戒水位以
下。

松花江哈尔滨段水位
涨到117.89米
4天上升0.3米，低于警戒水位0.41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