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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A04

★ 本人房主王黎莎于 2012
年11月6日在哈尔滨市道里区
前进路购买提拉米苏（万泰晨
曦）B栋2单元1402房产，本人
购房合同手续丢失（合同号：
12086500154）现登报声明关于
本房一切手续作废。

特此声明作废

★ 高明祥，不慎将再就业优
惠证丢失。号码：00434645。

特此声明作废

丢失声明
★ 姜 雷 ，身 份 证 号 ：
230119198611204315，不慎将
客运资格证丢失。

特此声明作废

★ 婴儿姓名：孙嘉泽，性别：男，
出生时间：2011年 5月 8日 5时 35
分，出生地点：哈尔滨市红十字中心
医院，母亲姓名：周佳，民族：汉族，
身份证号：230103198112114242，
父亲姓名：孙文彬，民族：汉族，身份
证号：230502198309301338，不慎
将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丢失，出生
证编号：L230018834。

特此声明作废

★ 程瑞萍，女，1983年7月毕
业于黑龙江大学物理系物理专
业，学历：统招本科。修业年
限：四年。不慎将报到证（曾用
名 程 瑞 平）丢 失 ，报 到 证 号
83495。

特此声明作废
★ 哈尔滨市道外区兴华塑料
制品加工厂不慎将地税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丢失，纳税人识别
号：230105401213162。

特此声明作废

★ 广东建安消防机电工程有
限公司哈尔滨分公司在龙江银
行果戈理支行预留的财务章和
法人名章丢失，开户行：龙江银
行 果 戈 理 支 行 ，账 号:
21010120009000060，原 赵 贵
宇法人章，财务章。

特此声明作废

★ 黑龙江省华龙酒直达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司不慎将银行预
留印鉴财务章丢失，开户银行：
中信银行哈尔滨分行营业部，
账号7451110182600065915。

特此声明作废

吉祥福老年公寓
常年收养不自理、半自理老人
86677168、13895712838
征仪路大众新城小区3号门117栋

群力幸福老年公寓

15636000290

专业护理半自理、瘫痪老人，服务专
业、价格优惠、专车迎接，招护理人员

邦尼安康老年公寓
招收：自理、半自理、卧床老人，伙食好，价格低
群力13936676917招护工

康乐园养老院
绿色生态，度假式养老
哈 尔 滨 市 道 里 区 新 发 镇 庆 丰 村
13101515108

老年公寓

15776272608

广通达老年公寓
环境一流，电梯、24小时热水，独
立卫浴，有线电视,宾馆式双人间、
三人间，营养配餐含水果床位800元起，
招失能，半自理，自理老人。
西大直街南岗区汉阳街39号

馨家老年公寓
专业护理人员承办 招收自理，半自
理，全护理老人，价格优惠，专车迎接
地址：道外区南直路校园小区高
层，有电梯，桦树街地铁站3分钟
电话：13845041430 13836198006

德福老年公寓
招自理、半自理、全护理老人
道 里 区 新 阳 路 福 民 街 71 号
13136646371、82698871

定点托养机构园林式庭院，
3000平方独立别墅专招 自理，半自
理，卧床失能，健身器材康复训练。
地址：学府路新中新电缆街，114 104 68 369 343路
电话：15945148745

老年
公寓

减资公告
黑龙江农垦金百禾科技贸易

有限公司（注册号：23300010000
6800），法定代表人：杨柏彬，经股
东会决定：本公司注册资本从伍佰
万元人民币减至贰佰万元人民
币。请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四
十五日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
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

特此公告
黑龙江农垦金百禾科技贸易有限公司

2016年2月23日

公 告
哈尔滨美的制冷

产品销售有限公司旧
公章财务章法人章已
作废，从今日起启用
新章，特此公告

2016年2月23日

订版电话：13936258377
生活报招聘专版生活报招聘专版

本报讯（记者张卫新）22日，哈市
刘先生给本报记者打来电话，称13日
晚自己的岳母在中山路与香和路交口
过马路时，被一辆黑色本田雅阁撞伤，
导致全身多处骨折，肇事车辆当场逃
逸。由于天黑且车速较快，车牌号没有
被监控拍下，他希望有热心知情人提供
肇事车辆线索。

“我岳母姓孙，她被撞得已经不记
得当时发生的事了，是我们看了监控
后，才知道是13日下午5点20分左右

出的事。”刘先生说，“当时我岳母下班
回家，在中山路和香和路交口的二环桥
下走斑马线过马路时，从她的右手边飞
快开过一辆黑色本田雅阁，一下子将她
撞倒。”随后，路过的好心人拨打120急
救电话，孙女士被送到省医院救治，再
醒来已是第二天，“医生诊断，我岳母肋
骨骨折三四根，面颅骨多发骨折，治疗
到现在，病情已经平稳，恢复得还可以，
但是胸部很痛，头部很晕。”孙先生说。

据孙先生介绍，事发后哈市交警支

队香坊大队调取了附近的监控录像，
“那辆车开着大灯，速度很快，撞人后没
停直接跑了。目前，我岳母看病已花费
近4万元，现在警方还在追查肇事车。”
孙先生说，“希望有好心的知情人看到
报道后向我们提供线索，十分感谢。”

随后，记者联系了哈市交警支队香
坊大队，办案民警称，目前他们正在全
力侦破案件，追查肇事车辆及肇事者。

伤者女儿董女士电话：
15134567645。

本报讯（田少东 王甦 记者霍营）
记者从哈市第五医院了解到，从21日
18时至22日15时，哈市共有9名市民
在家炸元宵时因操作不当被热油烫伤，
其中多名80后是直接将冻元宵扔进油
锅里被烫伤。

据该院21日晚值班医生穆海涛介

绍，从晚饭后就有1男2女因炸元宵被
热油分别烫伤脸部和手部，浅二度烫
伤，面积均为1%。一位受伤女子说，她
将冻元宵直接下热油锅炸，热油四处飞
溅，她因躲闪不及被烫伤。截至22日
15时，又有6名因炸元宵操作不当的烫
伤患者来到哈市五院烧伤科门诊就诊。

穆海涛医生建议，初次炸元宵最好
戴口罩，穿纯棉线长袖衣服操作。正确
炸元宵方法是：先把元宵放在蒸笼里蒸
10分钟，使其外皮发粘，馅熟到七八
成；然后晾片刻，油放入锅内，待油七成
热时，转小火；把元宵放入锅内，用勺转
动元宵，此时无需再用勺子拍打元宵。

本报讯（胡津铭 记者霍营）日前，
哈市的小丽在家突然下腹剧痛昏厥，经
查是因宫外孕导致，虽经哈医大四院医
生抢救转危为安，但三次宫外孕导致其
双侧输卵管被切除，以后想要孩子只能
借助试管婴儿的办法了。

据了解，25岁的小丽有过4次人流

病史，并且前两次都出现宫外孕。前一
次由于包块破裂出现失血性休克，送到
哈医大四院后，医生为其实行左侧输卵
管切除，还再三叮嘱她再怀孕前先检查
输卵管，以防再患宫外孕。可是小丽今
年再怀孕并未做检查，直到大年初二晕
倒在家，经手术切除了右侧输卵管。

据哈医大四院妇产科主任韩世愈
教授介绍，一旦受精卵到达子宫腔内的
过程受到影响，就有可能出现宫外孕。
预防宫外孕，女性应注意性生活健康，
尽量杜绝多个性伴侣，减少意外怀孕流
产及外来感染，减少患盆腔炎的机会，
一旦出现腹痛症状要及时就医。

本报 22 日讯（记者张卫新）
今日，黑龙江省公安厅发布了一
则通缉令：通河县男子于长龙涉
嫌在宾县抢劫而被通缉，提供线
索或直接抓获的单位和个人将奖
励1万元。

通缉令称，2月17日17时许，
哈市宾县胜利镇前进村（松花江）
江段发生一起抢劫案件，警方经工
作发现于长龙有重大作案嫌疑，现
在逃。于长龙（在逃人员编号：
T2301250501012016020038），
男，1980 年 3 月 8 日出生，身
高 1.82 米左右，体态较瘦。户
籍地址：黑龙江通河县浓河镇
水 田 村 。 身 份 证 号 ：
230128198003080810。

要求各地公安机关接此通缉
令后，立即部署查缉工作，发现犯
罪嫌疑人即予拘留，并报省厅刑
侦总队。对提供线索或直接抓获
犯罪嫌疑人的单位或个人，将给
予人民币1万元奖励。

联系人：杜警官，张警官；
联系电话：13504813000，
0451—82696347

六旬环卫工元宵节清晨被撞亡
哈市交警：初步认定驾驶人醉驾逆行

本报22日讯（吴凡 记者时继凯 李国玉）今日凌晨3时40分许，哈市南岗区果
戈里大街与比乐街交口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轿车先后撞倒两名正在路面作业
的环卫工人，事故造成一死一轻微伤。经交警部门初步核查，驾驶人魏某当时行驶
状态违反了禁令标志，且属于醉酒驾车。目前，交警部门对此案正做进一步调查处
理中。

据当时途经事发现场的荣事达出
租车公司钱亮师傅讲，事发时一辆急速
行驶的黑色大众迈腾轿车将一名正在
路边进行清扫作业的男性环卫工人撞
飞，其倒在了车辆前方数米远的地方。
看到有人受伤躺在地上，钱师傅立即停
车跑过去帮忙救人，结果发现这名环卫
工人头部流血不止。事发后，有人立即
报警并拨打了120。经过急救人员检查
确认，被撞环卫工已经不幸遇难。同
时，钱师傅注意到，肇事车辆挂着四川
牌照，该车前保险杠破碎，前机器盖凹
陷，左前风挡玻璃破碎。肇事司机是一
名30岁左右的男子，该人下车后，走路
都有些摇晃不稳。随后，钱师傅拿出手

机录像，这名操着南方口音的男子面对
镜头承认自己喝酒了，同时还对现场其
他环卫工人说，他有钱可以与被撞人员
家属私了，看到有人拍照还赶忙躲闪，
最后竟跪在死者遗体前求情。

据现场南岗保洁中心一大队人员
介绍，被撞亡的这名环卫工姓段，今年
61岁，在这里扫街4年了。当时段师傅
与其他环卫工正在清扫马路牙子，不料
这辆黑色轿车突然冲了过来。段师傅
家里3口人，女儿在北京工作，平时就老
两口在家。听说两人已经商量好再干
一个月就不干了，没想到出了这种
事，他老伴这个元宵节可怎么过呀！天
亮前，死者遗体被殡葬部门车辆送走。

目击者：司机承认喝酒 还下跪求情别拍照

经交警部门初步核查，事故中的两
名环卫工人系南岗区城管保洁一大队
奋斗小队的外聘人员，川B3B937号大
众牌黑色轿车违反禁令标志，沿南岗
区果戈里大街由北向南行驶至比乐街
附近时，先是车右侧倒镜刮到环卫工
人殷某，后又撞上段某，致使殷某受轻

微伤，段某当场死亡。经对驾驶人魏
某血液中酒精进行检测确认其为醉
驾，对其尿液毒品检测呈阴性，未检出
吸毒。目前交警部门初步认定，魏某
醉酒驾驶机动车，在果戈里大街违反
禁令标志由北向南行驶是发生事故的
主要原因。

交警部门：肇事车连撞两名环卫工 一死一轻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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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市刘先生急寻肇事车辆

“我岳母被撞多处骨折 现在头还晕”

冻元宵扔进油锅多名80后被烫伤

女子三次宫外孕突晕厥
幸抢救及时 专家称减少流产可预防

死者遗体被抬走死者遗体被抬走 肇事车辆风挡玻璃被撞碎肇事车辆风挡玻璃被撞碎

这个长脸男涉嫌抢劫
警方悬赏1万抓他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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