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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何新斌 王洋）绥
化市场监管局审批窗口积极
响应市政府便民暖企措施，倡
导“多用网络，少用马路”的理
念，全力实施“网上办”“预约
办”“寄递办”的方式，有效时
限内即可“零见面”复审特种
设备作业人员证，确保抗击疫
情和审批服务两手抓、两不
误，用高效、优质服务全力支
持绥化市场主体有序复工复
产。

从快递小哥手上接过办好
的资格证，黑龙江龙晟达宝龙
电梯工程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对
这次特殊的办事体验称赞有
加。“现在不用出门就能进行特
种设备作业人员证复审了，而
且还把证照邮寄到家，真是既
快捷又方便。”

图为工作人员将当日办好
的证发给快递，当日寄送次日
到达。

何新斌 摄

本报讯（于哲 殷菊彤）5 月 16日，
在兰西县红星乡三合村孙家油坊屯的
一栋大棚内，黄瓜苗长势喜人。角落
里，曲金凤坐在地上，侍弄着瓜苗。“看
着绿油油的小苗，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这几年多亏了种大棚菜，不仅能供孩子
上学，家里还有一些富余。”曲金凤拄着
拐笑着说。

提起曲金凤这个名字，在红星乡三
合村称得上是家喻户晓，她是个自幼患
有小儿麻痹症，靠拐杖行走的女强人，

干不了农活，家里家外全靠丈夫王洪宝
一人操持。夫妻俩上有父母，下有女
儿。为了把日子过好，夫妻二人曾养过
猪，但由于猪价下跌等原因没挣着钱。
2016 年，乡村干部在知道曲金凤家庭
情况后，几天的工夫就帮曲金凤建起了
一亩地的大棚。

侍弄大棚对于行动不方便的曲金
凤来说的确是个不错的选择。她想，
种小园菜自己是一把好手，估计这大
棚种菜也难不到哪去。为了让自己
的菜有个好销路，她每种菜都种上一
些。本以为这样一来，顾客的选择多
了，自己的菜就能卖得快一点。她规
划得很好，便信心满满地开始了自己
的种植大计。可让她没想到的是，由
于经验不足，导致很多菜苗都枯死
了。

她回忆道，当时很着急，但是光着
急也不是办法，问题不解决，其他菜苗

也会重蹈覆辙。情急之下，曲金凤找
到乡村两级干部，帮助她一起想办法
渡过眼前的难关。村里干部和其他种
植户都帮着找病因，仔细查看才知道
原来是农家肥上多了，赶紧把枯死的
苗拔出来用水冲了冲，重换上土，这才
缓过来。

吃一堑长一智，吃过亏的曲金凤意
识到，棚室菜和裸地菜在种植技术上的
确是有许多不同，不能光凭自己的老经
验。她便搭方便车专门去绥化学习。
其他大棚种植户看见她的特殊状况和
立志学习的精神，纷纷主动教她大棚种
植技术。

学习了种菜技术之后，曲金凤才知
道原来种菜还有这么多学问在里面。
通过学习和实践，细心的曲金凤很快
就学到了种植棚室蔬菜的技巧。“黄瓜
子买回来后，用温水泡一天一宿，倒干
水，放在炕上出芽，芽出齐之后，再经

过近两个月的培育，移植到大棚里再
长上个八月，就等客户上门了。”曲金
凤说。

想要长久地站稳市场，种出的菜一
定要有特色才行。为此曲金凤把菜全
部种成了有机绿色蔬菜，虽然曲金凤的
菜比市场上的菜价格高出一截，但依旧
凭着质量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客户。赚
了钱，家里又扩建了大棚，现在种植面
积达到两亩多，3栋大棚一年能为家里
赚来不少收益。

谈到收益，曲金凤美滋滋地对笔者
说，自家大棚每年能种三茬或者四茬
菜。第一茬就种小菜，四月份开始卖，
能赚2000多元钱。第二茬种豆角、黄
瓜和柿子，6月份长成后能卖1.4万元。
第三茬是菠菜或者晚黄瓜，也能赚5000
元左右。要是天气好还能再种一茬婆
婆丁，收入就更多些。她乐呵呵地说：

“虽然有机肥贵些，但是高付出就有高
回报。仔细算下来，一亩地的大棚一年
下来能收入1.2万元。”

曲金凤说，她就想自强自立，靠别
人终究不能长久脱贫，还得靠自己，虽
然她人穷但是志不短。温室种植虽然
辛苦，但也为她脱贫致富带来了希望。
她一直相信，虽然被别人落在了起跑线
上，可是只要自己坚持住，就一定会有
赶超的一天。

曲金凤的“菜”富经

行政审批“零见面”防疫办事两不误

市市场监管局施行网上办预约办寄递办

本报讯（于春雨 全媒体记者
唐国宏）5月18日是第44个国际博
物馆日。当天，市博物馆举办宣传
纪念活动，庆祝“国际博物馆日”。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为
“致力于平等的博物馆：多元和包
容”。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博物馆，更
好发挥博物馆的社会功能，市博物
馆将今年的宣传纪念方式分为“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在线上方面，自5月12日起，
市博物馆与武汉中共中央旧址纪
念馆携手联合推出红色经典连环
画线上展览，一直到本月底结束，
总计8期，内容结合讲解音频、连
环画及视频等方式展示。线下，

在市政府1楼大厅投放易拉宝，进
行活动主题及数字博物馆参观指
引，在市政府路口和科技馆楼前
悬挂条幅标语进行宣传。

市博物馆成立于 2008 年，
2009年免费对外开放，国家三级
博物馆。目前，市博物馆采用
WEB 3D浏览器技术，模拟博物
馆实景开发制作了数字博物馆。
数字博物馆包括文物数字知识仓
库和文物展示传播平台，通过网
络技术和多数据通道方式提供多
种展示和知识传播方式，打破了
实体博物馆在时间和空间，以及
保存环境与保护技术局限，实现
24小时全天候开放。

市博物馆“线上+线下”
纪念“国际博物馆日”

5月17日，肇东市涝洲镇农户正在为棚内绿油油、长势喜人的水稻秧
苗进行通风排湿降温，为插秧做好准备工作。

近年来，肇东市通过手机微信群、视
频、快手、抖音等新媒体，积极开展线上
技术培训与指导，科学引导农户种植适
合本地的品种，走差异化发展之路，满足
不同用户需求。目前，肇东 1.3 万多栋育
秧大棚内的秧苗长势良好，部分农户已
开始机械化插秧，预计 5 月 25 日前插秧
结束。

特约记者 霍永祥 摄

涝洲1.3万多栋大棚秧苗长势良好

5月 18日晚上8时，位于绥化经济
技术开发区的天有为电子有限公司工
业园的8栋厂房灯火通明，车间里，工
人们正在加班加点赶订单。总经理吕
冬芳说，一季度以来订单特别多，必须
24小时三班倒才能保证完成生产。

谈起参战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阻击
战，吕冬芳说，一季度产量的三成来自
疫情主战场所需的双负压救护车的仪
表，订单基本在二三月份完成。

据介绍，疫情突如其来，国内双负
压救护车首次启用，配套仪表需求十万
火急，几家双负压救护车生产厂家同时
找到天有为公司，公司应疫情需要马上
临时改参数进行匹配。市委市政府高
度重视，金融、工信、劳动就业等部门携
手支持，经开区管委会多方协调，专班
推进，帮助企业解决资金、政策、用工等
实际困难，天有为于 2月 10日在全国
同行业率先复工复产，生产双负压救护
车配套仪表，国内的7家双负压救护车
生产厂家的配套仪表全部由是天有为
供应，保证了抗击疫情阻击战的救护需
要。

吕冬芳为记者展示了一张天有为
在韩国获得的专利证书，证书上标注着
显示装置及控制方法、车辆显示仪表、
段码液晶显示仪表获得韩国的专利授
权证书，权利要求项为15项，这表明天

有为的自主研发技术发明专利在韩国
获得认可和保护。

天有为公司是我国自主品牌中最
大的汽车仪表生产企业，公司总部位于
绥化经济技术开发区，同时在韩国斧
山，哈尔滨、大连、绥化设立四个研究
院，拥有以公司董事长王文博为首的
700多人技术精湛研发团队，均为业内
领军人物，20年来致力于汽车仪表的
研发和生产，发展到全彩屏仪表，带动
行业向高科技化发展，目前已形成了独
具天有为特色的系列产品线，同时利用
自己的专利技术开发出独有的彩色段
码屏仪表，以高性能、耐久性、安全性和
环保性赢得了全球客户的信赖，客户遍
及大部分自主汽车品牌和部分合资汽
车品牌。

3月27日，一条新闻在业界引起轰
动。深受消费者期待的第三代长安逸
动Plus终于发布上市了。作为第三代
产品，长安汽车对逸动 Plus 由内而外
做了全面升级。尤其是其配置的10.25
英寸全液晶仪表盘，显著提升了整车的
科技感。

记者在天有为生产车间里看到了
这款具有硬核技术的长安逸动Plus的
仪表，正在进行高温跑合作业。天有为
适应汽车市场需要研发新技术，这款长
安逸动Plus的仪表是天有为定向为长

安公司定向研发的，为国内领先技术。
吕冬芳说：“长安逸动Plus车型下

线，当时时间紧，由于天有为的技术和
产能均为国内领先，所以与之配套的仪
表生产单子落给了天有为。”

世界级的汽车芯片供货商、Tele-
chips中国区总经理Han Minhwan表
示：“Telechips 非常高兴通过与天有
为和长安的紧密合作，大幅缩短了产品
开发周期，扩大Dolphin+系列在全球
市场的商用影响，这也再次证明了中国
汽车产业在引领全球车用电子创新中
正走在潮头。”

目前，长安、中国现代、奇瑞的汽车
仪表均采用这项硬核技术。一季度，这
三家汽车生产厂家销售额均比去年同
期大幅增长，对天有为产能拉动最大是
这三家汽车生产厂家。从2月10日企
业复工复产，产能从日产 3000 台到
6000 台、8000 台，目前日产汽车仪表
达1万台以上。

无独有偶，目前全球具有高精端的
西门子贴片机、仪表盘玻璃折弯机等设
备都在天有为公司得到应用，使产品具
备了硬核技术力量。

船大抗风浪，规模竞争胜。受疫情
影响，海外为汽车配套仪表的零件生产
厂家产量有限，只能舍小保大，选择性
供货，为规模大、需求量大的厂家保供

给，而天有为是国内乃至亚洲最大的汽
车仪表生产企业，得到美国、日本、马来
西亚和新加坡等海外供应商的优先保
障供应原件。

吕冬芳说，一季度，双负压救护车
仪表的生产、硬核技术的研发应用和规
模化的组织运营，企业销售额达到1.6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8%，实现逆势
增长。下半年，在疫情常态化的形势下
将继续保持逆势增长。

据悉，目前，位于绥化经济技术开
发区的汽车工业园规划了与天有为配
套的上游供应链基地，经开区以这些供
应链产业图谱为目录正在进行招商，目
前，已有冲压、PCB电路板、电子原件、
LCD液晶屏等产业的生产厂家已抛来
橄榄枝。可以预计，结合天有为公司在
国内外汽车仪表领域的领先程度和发
展趋势，我市正着力打造的全国最大汽
车仪表生产基地目标已为期不远。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许多企业经济效益大幅下滑，我市有这样一家
生产电子仪表的企业，一季度销售额比去年同期增长28%——

这家企业靠什么实现逆势增长？
全媒体记者 廉红

市场监管之窗

强监管 保安全 促发展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宋一枫）
记者在绥化市教育局获悉，今年
我市中考政策有大的调整。按照
疫情防控总体要求，经广泛征求
意见，初二年级地理和生物（合
卷）、初三年级道德与法治和历史
（合卷）降低试题难度，同时考试
时间减少30分钟；毕业年级物理
和化学学科参照地理和生物合卷
模式组织命题、考试。

据介绍，今年全市中考试卷命
题指导思想以课程标准和教材为
命题依据，以上年度的中考试题
为参考，注重加强对学生理想信
念、爱国主义、品德修养、知识见
识、奋斗精神、综合素质等方面
的考查，确保知识覆盖全面，考
查基础能力，内容准确严密，初
高中有效衔接，充分挖掘学生的
想象力和创造力，激发学习兴
趣，提高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
拓展学生发展潜力。充分发挥
考试对教育教学的正确导向作
用，切实转变教与学的方式和方

法，推动义务教育由规模效益向
内涵质量提升，构建全面发展的
义务教育体系。

各考试科目、卷面分值和考试
时长分别为：初二年级，地理和生
物（合卷），每学科卷面分值均为
100分，考试时长为90分钟；初三
年级，道德与法治和历史（合卷），
每学科卷面分值均为100分，考试
时长为90分钟；毕业年级：语文、
数学、英语、物理和化学（合卷）。
其中，语文、数学和英语每学科卷
面分值各为120分，语文和数学考
试时长各为120分钟，英语考试时
长为90分钟；物理和化学每学科
卷面分值各为100分，合卷考试时
长为150分钟。

命题原则将突出全面性、基础
性、选拔性、创新性、能力性、实践
性、连续性、难点分散性、重组公
正性与准确性。语文、数学、英
语、物理、化学五个学科试题难易
度，按7：2：1的比例合理设置易、
中、难试题梯度。

我市中考政策大调整

降低试题难度 缩减考试时间

本报讯（王皞博）5 月 17 日，
国网绥化市郊农电局有限公司工
作人员对 66千伏永长线 11号杆
至13号杆线路下方的树木进行了
砍伐，有效预防人身伤害及线路
跳闸事故的发生，为迎峰度夏期
间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筑牢基础。

树木清障工作是威胁线路安
全隐患的一项重点工作，但工作
开展难度一直很大，在下达《安全
隐患清除告知书》后，很多用户拒
不配合，伐树工作开展受到阻
力。为此该公司加强与政府各相
关部门的联系和沟通，建立政企
联动护线机制。北林区政府专门
组织召开了相关部门协调会，会

后各部门联合发出公告，对拒不
配合、阻碍专项治理工作的树木
所有人，下达《行政强制执行决定
书》。同时加大护线安全工作宣
传的力度，向村民讲解树障隐患
给供电线路和村民生命财产安全
带来的危害，提高群众护线意识
和安全用电素质，蠃得群众理解
和支持。

本次该公司清理线下危及安
全树木900余棵，下一步，该公司
将通过集中清理和日常维护相结
合，形成树障清理工作长效机制，
切实改善线路运行环境，为迎峰
度夏期间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提供
坚强保障。

绥化市郊农电公司

清理线下树木迎峰度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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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征收办公室 （绥化
市建设大厦213室）

举 报 电 话 ：
（0455） 8380176

声 明

声明人姓名：张桂
梅 ， 身 份 证 号 码 ：
232301195603131123，
声明人于 2009 年 11 月
24日从高晓丽处购得拆
迁房屋，房屋位置：绥
化市胜利街 4委 38组，
房屋面积 31.8 平方米，
由于历史原因未到房产
部门办理原拆迁房屋产
权变更手续，声明人保
证所购得房屋情况属
实，无权属争议，向有
关部门所提供的协议等
材料真实。现申请办理
回迁房屋不动产权登
记，回迁房屋所在小
区：恒艺阳光城小区
A- 3 号 楼 4 单 元 402
室，面积： 45.6 平方
米，如任何人对我所声
明房屋上述事实有异
议，可在本声明刊登之
日起7日内举报。同时
声明人承诺在被(征收）
拆迁房屋权属变更时依
据法律法规及政策履行
相关手续补缴税费。本
声明内容如不属实，声
明人愿承担任何法律责
任。

举报邮箱：shzs-
bazk@163.com

举报地址：绥化市
房屋征收办公室 （绥化
市建设大厦213室）

举 报 电 话 ：
（0455） 8380176

声 明

声明人姓名：马秀
英 ， 身 份 证 号 码 ：
232301196309250628，
声明人于 2008 年 8 月
21日从马国喜处购得拆
迁房屋，房屋位置：绥
化市胜利街 9委 49组，
房屋面积28平方米，由
于历史原因未到房产部
门办理原拆迁房屋产权
变更手续，声明人保证
所购得房屋情况属实，
无权属争议，向有关部
门所提供的协议等材料
真实。现申请办理回迁
房屋不动产权登记，回
迁房屋所在小区：恒艺
阳光城小区A-1号楼1
单 元 302 室 ， 面 积 ：
47.52 平方米，如任何
人对我所声明房屋上述
事实有异议，可在本声
明刊登之日起7日内举
报。同时声明人承诺在
被(征收）拆迁房屋权属
变更时依据法律法规及
政策履行相关手续补缴
税费。本声明内容如不
属实，声明人愿承担任
何法律责任。

举报邮箱：shzs-
bazk@163.com

举报地址：绥化市
房屋征收办公室 （绥化
市建设大厦213室）

举 报 电 话 ：
（0455） 83801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