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10·11 星期五 本版主编 那琳 编辑 孙堃 版式 于海军

A04大米节 13946088336新闻热线

公 告
现委托黑龙江联合产权交易所对以下房产进

行转让，内容为:
1、哈尔滨市道里区建国街326号1-2层房产，

转让底价：273.84万元；2、哈尔滨市道里区高谊街
85号-1-7层房产，转让底价：1134.31万元，有意
者请于2019年10月11日前办理受让登记手续。

详情登录黑龙江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
huaee.net

交易所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长江路28-8号
咨询电话：0451-87200175，15945001104，

15004619908

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

咨询调查
婚姻出轨，找人等各
项疑难杂事咨询办理
15546064575

一元养老公寓
招自理、半自理卧床老人，吃的好，住的
好，玩的好，照护好，交通便利，配套齐全，
药店、洗衣房、食堂、护士站、老年大学、
琴棋书画特色班、24小时热水、冰箱互动
电视、无线网络等。哈西红星城3号楼
电话:0451-51025111/13936510333
乘坐57.58.82.路区间车直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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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45135998、82698871

调查专栏调查专栏

翠 海
香 坊

招半自理、卧床老人
伙食好 服务好 收费低
18946126180

乘车路线：202、75、108、371、205、30、67、58、364

高价回收
车床、各种设备、电焊机、发电机、不锈
钢设备、大型油炉、锅炉、电线、电缆、回
收工地积压物资。大量废铁、铜、铝，
大型制冷设备，配电柜、配电池，变压
器，干式变压器，木方，油毡纸。

13796061258

回收求购回收求购

订版电话15504651777
声明/通知/注销/寻人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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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让人及相关情况予以公示：

本人那莹，现为坐落于哈西民主家园
A1栋1单元304室房屋的受让人，该房屋
用途为住宅，建筑面积60.77平方米。该
房屋原所有人黄成已将该房屋实际交付
本人，由本人实际占有，原房屋拆迁协议
号01090214795。本人自愿承诺该不动
产权属无争议,申请不动产登记所提供申
请材料均真实有效,并自愿承担由此产生
的一切相应后果和法律责任。

如有异议，请自本公告之日起十五个
工作日内将异议书面材料共同分别送达
哈尔滨市哈西新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和哈尔滨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事务中
心道里一分中心。

异议书面材料送达地址：
哈尔滨市哈西新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哈西新区阳光街7号,联系电话：
0451- 51871905

哈尔滨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事务中心道
里一分中心，道里区经纬七道街3号，联系
电话：0451- -87630943。

公 示
根据市政府关于历史遗留不动产权办

理的相关规定，现对以下房屋的不动产权
所有人予以公示：

本 人 王 威 （ 身 份 证 号 ：
230102196211080046）现为福宏名城小
区3栋1单元1403房屋的受让人，原房屋
所有权人王尊辉已将该房屋实际交付给
本人，由本人实际占有。协议编号：
01080231100，本人已自愿作出承诺，现
王威以上述房屋所有权人的身份，申请办
理上述房屋《不动产权登记证书》手续。

如对上述房屋所有权人存有异议的，
请在此公示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
内，向哈尔滨市道外区棚户区改造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和哈尔滨市不动产登记交易
事务中心道外分中心提出异议申请,请求暂
缓办理《不动产权登记证书》相关手续。

哈尔滨市道外区棚户区改造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地址：道外区兴业街157号
409室；电话87822575

哈尔滨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事物中心道
外一分中心，地址：道外区南十七道街183
号，联系电话：88947319

公 示
根据市政府关于历史遗留不动产权办

理的相关规定。现对以下房屋的不动产
权现受让人公示如下：

本人张慧敏为糖厂小区12栋2单元4
楼1室房屋（建筑面积71.29平方米）的受
让人，原房屋所有人已将该房屋实际交付
给本人，由本人实际占有。本人已自愿作
出承诺，现张慧敏以上述房屋所有权人的
身份，申请办理上述房屋《不动产权登记
证书》手续。

如对上述房屋所有权人存有异议的,
请在此公示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向
哈尔滨市松北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
室和哈尔滨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事务中心
松北分中心提出异议申请。

哈尔滨市松北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
公室地址:松北区松北一路38号321室;电
话: 84013325。

哈尔滨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事务中心松
北分中心地址:松北区松北一路8号;电话:
85986619。

哈尔滨市松北区棚户区改造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

哈尔滨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事务中心松
北分中心

2019年10月11日

公 示
根据市政府关于历史遗留不动产权

办理的相关规定，现对以下房屋的不动
产权所有人公示如下：

本 人 赵 国 栋 （ 身 份 证 号
230105198109033911）现为哈东新区
E5栋4单元5层1号房屋的受让人（房
屋建筑面积51.83平方米），原房屋所有
权 人 赵 来 ，原 房 屋 拆 迁 协 议 号 ：
01080191058，该房屋现已实际转移至
本人。本人赵国栋已自愿做出承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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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存有异议的，
请在此公示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
日内，向哈尔滨市道外区棚户区改造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哈尔滨市不动产登
记交易事务中心道外分中心提出异议申
请，请求暂缓办理《不动产权登记证书》相
关手续。

哈尔滨市道外区棚户区改造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地址：道外区兴业街157
号409室；电话87822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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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黑龙江省宁安市东京城镇镜源
米业有限公司生产的“龙稻27”获得了铜
奖。据公司负责人王嘉伟说：“知道获奖
的消息，当时心情非常激动，这次是公司
第一次来参赛，本来是抱着学习的心态，
没想到获得了铜奖。”同时这也是镜源米
业第一次做品牌大米，之前一直经营大
米加工。由于地域因素的限制，此次参
赛只带来了三种大米，最后“龙稻27”获

得了铜奖。由于产地位于镜泊湖的源
头，所以把公司起名为“镜源”。

“龙稻27”因为种植在石板上的特
殊缘故，其口感筋道，味后回甜，外形色
泽圆润、晶莹剔透。王嘉伟说，获得铜奖
后，获得了许多市里和区里的支持和帮
助，以后希望做成牡丹江自己的大米品
牌，让牡丹江的大米也像五常大米一样
出名。

首次参加就获奖 要做牡丹江自己的品牌

生活报 10 日讯（林忆凝）记者刚
一踏进第二届中国·黑龙江国际大米节
B区会场，一股诱人的米饭香气就扑面
而来。循着香味记者看到一位白发苍
苍的老人正在铁锅前忙碌，这位老人就
是日本“煮饭仙人”村嶋孟。此次大米
节，他从日本带来铁锅和大米，只为制
作出好吃的米饭。来大米节现场，您也
可以一睹他的煮饭风采，并品尝到香喷
喷的米饭。

灶台、铁锅、计时器、木桶，大米节现
场尽全力还原“煮饭仙人”在日本煮饭时
的条件。记者了解到，为了保证开馆就
能让大家品尝到喷香四溢的米饭，老人
早上6时许就开始准备。现场等待试吃
的市民人头攒动，饭熟揭锅，现场瞬间被
升腾起的米饭香气包围。只见老人将一
部分米饭用小杯装盛，另一部分米饭沾
盐团成饭团，分发给逛展的人。

这是老人第二次参加大米节。在

日本，这位89岁高龄的老人，烹饪白饭
一煮就是50多年，至今仍沿用古法，不
用电饭锅，而是用灶台蒸煮米饭。如何
才能烹饪出一碗纯正美味的米饭呢？
村嶋孟表示，只要用心，就能做煮好饭，
原料讲究米、水，技法上讲究淘、煮、蒸。

米是做好饭的前提：老人说，如果
用手抚摸优质大米，会从手心一点点感
受到米柔而滑的质感，相反如果买的是
普通米，摸上去会有类似抚摸干燥物品
那种沙沙的声音，感觉自然也是硬而扎
手的。

水是好米饭的灵魂：除了上乘的稻
米之外，老人最为推崇的就是水。老人
会在煮饭用的自来水中，放入装有备长
炭（一种优质白炭）的大瓶子，把水中的
漂白粉和其他杂味统统去掉。

淘是做米饭的关键：不要让浓白的
淘米汤被米粒吸收，要用流水一遍一遍
地细细淘，让每一粒米充分地摩擦碰

撞。让每一粒米相互碰撞，使米充分吸
收水分。浸泡40分钟之后，把米放到专
门用来控干水分的筛子中，去除多余的
水分，并盖上干燥的布巾。

煮是检验功夫的核心：煮是整个过
程中最见功夫的一步，刚开始时要用微
火，忌用强火。大概十多分钟之后，看
到锅周围冒出白雾之后开始计时，七分
钟之后白色的粘汁就会迫不及待地要
溢出来，这时要使用煮饭仙人专门设计
的双层锅盖。这种锅盖很重，能够紧紧
地盖住锅，提升锅内部的压力。更为关
键的一点是要在煮饭的过程中时不时
地转动锅盖和饭锅，这样白色粘汁就不
会大面积溢出，而是会看到干燥的锅盖
周围有一层薄薄的白色泡沫在细细游
移。

蒸是所有工序的精华：煮22分钟后
开始蒸饭。但要注意不能继续在灶中
蒸饭，为了降低锅周围的温度，要把锅

从灶中拿出，再用微火蒸饭20分钟，等
看到冒出白色的热气时要迅速地把米
饭转移到饭桶中并盖上盖子，这样即使
饭冷却了，也能保持米饭的美味。

一锅好饭是这样 煮成的
“煮饭仙人”村嶋孟再现大米节 现场传授煮饭秘诀

生活报 10 日讯（林忆凝）10
日，在第二届中国·黑龙江国际大
米节开幕式上，现场发布了佳木斯
大米、建三江大米两种优质水稻地

方标准。佳木斯大米和建三江大
米经国家认定，从佳木斯大米、建
三江大米的术语和定义、地理标志
产品保护范围、自然环境、栽培管

理、要求、生产加工过程的卫生要
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包装和
标签、储存和运输等方面制定了地
方标准。

佳木斯大米建三江大米地方标准发布

第二届大米节稻米品评品鉴活动获奖企业揭秘

好大米是如何炼成的
生活报讯（林忆凝）记者从第二届中国·黑龙江国际大米节稻米品评品鉴

活动获悉，经过9天多轮的品鉴，“冠军米”从251份参评稻米样品中脱颖而出，
日本鱼沼的“越光”和中国黑龙江省五常市安家乡的“五优稻4号”获得金奖。
这些获奖大米为何能获得殊荣？记者采访了获奖企业的负责人，解码好大米的
秘密。

据了解，“五优稻4号”已经连续
两年获得大米节金奖了。据北大仓粮
油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杨绪斌介绍，
从选种育秧到稻田管理，再到稻米环
节，北大仓有自己的标准。品尝者说，
该品种煮成的米饭口味清淡，略有甜
味，绵软略粘，芳香爽口，饭粒表面油
光艳丽。价格上，“五优稻4号”的平
均价格在每斤30元左右，贵的价格可
以卖到几百元一斤。杨绪斌说，每年
10月左右才销售的大米，想要吃到在

3、4月就要开始预订。同时他们还根
据消费者不同的需求，推出个性化定
制，做到让消费者在栽培加工、包装配
送中全程可参与，并且还会附送私田
认证证书、名牌、稻作日记等专属服务
体验。去年的“五优稻4号”年产量只
在300吨左右，在获得了第一届黑龙
江国际大米节金奖后，开始增加产量，
预计今年能增加到2000吨，到时候更
多的消费者就可以品尝到这次的金奖
大米啦！

“五优稻4号”蝉联金奖 还能“专属定制”

“粒圆、色洁、油润、味香”是“宁
粳43号”的特色，该大米获得本次品
评品鉴会的银奖，是宁夏兴唐米业有
限公司的产品。据宁夏农林科学院农
作物研究所专家殷延勃介绍，连续两
年在大米节获奖，让更多的人们知道
了宁夏大米。宁夏大米品质优质，得
益于宁夏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宁粳

43号”的产地位于黄河冲击平原腹
地，土壤肥沃，因为其气候干旱，黄河
水灌溉，水质优良，污染少，所以大米
用的药更少，口感也更好。在第二年
获得奖项后，宁夏兴唐米业有限公司
对未来有了更好的规划和发展方向，
他们将逐步从追求产量转向以品质为
主。

宁夏大米连续两年获奖 向追求品质转型

大米节现场大米节现场

““煮饭仙人煮饭仙人””现场制作饭团现场制作饭团
生活报记者生活报记者 李巍李巍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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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品类：所有年份茅台和五粮液以及2000年之前的剑南春、郎酒、泸州老窖、西凤、汾酒、董酒、洋
河大曲、古井贡酒、全兴大曲、虎骨药酒及99年之前的所有地方酒和批量库存酒，代收冬虫夏草、海参、燕
窝、洋酒、老安宫牛黄、老阿胶、老纸币、老硬币、老铜钱、老物件。（本广告长期有效）特供酱瓶茅台价更高

活动时间：10月10日至10月21日(早7：00—19:00周六、周日不休）

联系电话：1874-6060-700李经理（电话长期有效）
活动地址：茅五剑酒行（南岗区汉兴街28号）五瑞街与汉兴街交叉口
乘车路线：乘127、73、77、78、93、9路到文化大厦下车

北京茅台收藏馆征集茅台酒

茅台酒收购价格表（全品相 不跑酒 53度）
2017年-2010年2100元/瓶-2800元/瓶

2010年2800元/瓶

2008年3000元/瓶

2006年3150元/瓶

2004年3900元/瓶

2003年4100元/瓶

2002年4300元/瓶

2001年4600元/瓶

2000年5350元/瓶

1999年5950元/瓶

1998年6150元/瓶

1997年6600元/瓶

1996年7200元/瓶

1995年9200元/瓶

1992年11600元/瓶

1991年12200元/瓶

1990年13300元/瓶

1989年13900元/瓶

1987年16200元/瓶

1986年17700元/瓶

1985-1980年1.6万-2.1万/瓶

1979-1976年2.2万-2.6万/瓶

1975-1970年2.8万-3.6万/瓶

1969-1965年4.2万-8万/瓶

1964-1959年9万-21万/瓶

1958-1953年 价格面议

诚信交易 以酒会友

不方便的客户可以上门鉴定收购
(郊区县交易成功可凭票据报销
往返车费）

价格包您满意

生活报讯 10
日，记者从哈市住
建局获悉，哈市计
划将中央大街打
造为高品位步行
街，哈市住建局协
调供水、排水、供
热、燃气、电力、通
信等单位，配合道
里区政府实施中
央大街整体改造，地下管线设施改造工程
四期将于10月14日至11月15日实施，
拟对西二道街、上游街、西六道街、西七道
街、西八道街等5条辅街的供水、排水、供
热、燃气、电力等管线进行改造。届时将
封闭部分道路交通。同时，对经行西二道
街、上游街的公交线路走向及站点进行临
时调整：

公交2路 通江湿地公交首末站发车
经友谊路、高谊街恢复原线路运营，临时
取消防洪纪念塔(百盛购物广场)站、防洪
纪念塔(友谊路)站、上游街(中央大街)站，
返回走向不变。

公交15路 民生尚都发车至通江街
走向不变，由通江街上游街口起，临时调
整经通江街、友谊路至防洪纪念塔(友谊
路)终点，临时增设防洪纪念塔(百盛购物
广场)站、防洪纪念塔(友谊路)站。返回由
防洪纪念塔(友谊路)发车经尚志大街恢
复原线路经行，临时增设中国人寿保险公
司（道里七道街）站。双向临时取消西二
道街终点站。

10月14日至11月15日

中央大街5条辅街改造地下管线
西二道街、上游街7条公交临时调整

生活报讯 今年以来，哈市启动实
施了道里、道外、南岗、香坊4个主城区
二环以内18处影响城市形象和生态环
境、面积较小、存在安全隐患、不可出
让、净地后只能用于市政公益设施建

设的地块改造项目，计划总投资8.66
亿元。

据了解，今年哈市计划启动建设
18个地块改造项目，共计征收户数885
户，征收房屋面积4万平方米。主要分

布于主城区四个区二环以内及周边区
域。目前，已陆续启动安太胡同、宁安
街、香安街、香滨路等10余个项目征收
工作。地块净地后，将同步推进公共绿
地和停车场等公益性项目建设。

哈市投8.66亿建18处地块改造项目
将建绿地和停车场等

生活报讯 10日，记者从铁路部门
获悉，11日至12月25日，哈尔滨西至上
海虹桥的G1202/3、G1204/1次高铁列
车，临时增开上海虹桥至义乌的高铁列
车，车次为G9315/G9316次，旅客可购
买联程票直达义乌，无需中途换乘。

据了解，11日起，哈尔滨局集团公

司将实施全新旅客列车运行图，加开多
对旅客列车、调整部分列车运行区段。
启动齐齐哈尔-哈尔滨高铁周末线、启动
5对哈佳铁路动车组高峰线以及3对哈
牡高铁高峰线，动态开行牡丹江-七台河
的K7051/2次旅客列车，同时对部分哈
齐高铁及部分旅客列车车次进行调整。

今起

哈尔滨西至上海虹桥高铁
可买联程票直接到义乌

生活报讯 10日，记者从哈市住建局获悉，安阳
路支线桥工程开工啦！安阳路支线桥工程康安路
下匝桥11月末将通车，开车从江北到群力将节省
20分钟。

安阳路支线桥工程为城乡路高架体系的一部
分，包括安阳路支线桥、上江街下桥D匝桥、康安路
下桥E匝桥。桥梁起点连接二环桥（前进路高架
桥）康安路转弯处，沿线经过安阳路，在上江街落
地，与上江街平交。沿线设置康安路、上江街下桥
匝桥增加两条道里地区通往群力地区的连续流通
道。安阳路支线桥梁，全长1070.513m，桥梁全宽
9m，单向两车道；上江街下桥D匝桥，匝桥长181.57
米，桥梁全宽为7m，单向一车道；康安路下桥E匝
桥，匝桥长108.83米，桥梁全宽为6m，单向一车道。

据悉，康安路下匝桥E匝桥11月30日实现通
车。预计10月16日，D匝桥、安阳路支线桥将陆续
开工建设，计划于2020年9月30日通车。

11月末 安阳路支线桥工程康安路下匝桥通车

生活报讯（刘蕾）10月，是我
国第10个“敬老月”。记者从哈市
卫健委老龄健康处了解到，年初以
来，新增9名百岁老人。截至9月，
哈市百岁老人已达246人，创历史
新高。其中，最长寿老人已114岁。

统计显示，截至2018年底，哈
市户籍总人口数为928万人，60岁
以上老年人口数为206.4万人，占
总人口比重的21.7%。哈市1958
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尚没有百岁
老人。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
仅有1位百岁老人。1982年第三
次人口普查市，百岁老人为4人。
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百岁老
人为25人。2002年第五次人口普
查时，百岁老人为91人。2010年
第六次人口普查时，百岁老人为

158人。
截至 9月，哈市百岁老人有

246人，其中男性86人，女性160
人，最长寿年龄为114岁，这位最
长寿的寿星奶奶去年是哈市长寿
冠军，今年继续稳坐冠军宝座。从
区域看，哈市行政区划中，道里区
百岁老人最多。市县中，宾县百岁
老人最多。

114岁！
哈市长寿老人年龄再破纪录
今年新增9名百岁老人 总数达24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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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市投7.71亿元

用于中小学基本建设
购置教学设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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