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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隐患不留死角 战疫情全城总攻
哈尔滨开展查漏洞补短板大排查专项行动综述

我省出台措施稳就业 对于中小微企业

每招 1个应届高校毕业生给 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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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选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饶河小南山遗址：
将黑龙江和东北史前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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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9种抗生素降价最高降87%
AA0303

安阳路48基占道电杆6日全拆完

哈市9月底前占道电杆“清零”
AA0606

AA0505 日均车流同比少5万台次
5天运送旅客1.56万人次
客流平稳 日均700人次
划网格专人值守 严格限流

这个这个““五一五一”” 我省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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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季是万物
生发的好时节，也是人们调养身体五脏的大
好良机。很多中老年朋友生怕错过，都开始
进行“春补”，坊间也流传着一句话“天天喝
点三七粉，健康保健又养生”。

三七是名贵中药材，有“血管清道夫”的
美名。春季滋补，三七为佳。如今市面上假
三七、劣质三七泛滥，长期食用会对人的身
体健康造成危害。吃真三七、好三七，就来

生活报！本报深入云南文山三七种植基
地，带来正宗、质量有保证的文山三七。自
然本色，营养充足，保证不打蜡，不掺假，厂
家免费破壁成粉，更易吸收。

18头文山三七超细粉
原价498元 活动价79.8元

买5送1
买10送4，加1元再送一罐

每罐低至53元！

电话订购，可免费领取500ml酒精1瓶 (需预约)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广告

本报指定药店：南岗区通达街151号（与清明四道街交口）
抢订电话：0451-57781700 【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每罐280g

懂养生 想健康
每天冲服三七粉

生活报讯 (记者黄迎峰) 近日，哈
市警方打掉一个以张某为首的非法倒
卖对公账户的犯罪团伙，共抓获犯罪
嫌疑人18名，收缴非法所得11万余
元，扣押对公账户4套。

4月初，哈市公安局阿城区局在
对电信网络诈骗的相关线索进行梳理
时，发现本地居民张某涉嫌非法买卖
对公账户，且涉案数额巨大。4月23
日，侦查员在道里区新发镇张某的一
落脚点将其抓获。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张某供述，
自2018年10月以来，其委托刘某寻
找愿意出售自己的个人信息且可以协
助办理工商执照及对公账户的“小白
人”，然后由张某带领这些人按流程向
相关部门申请办理工商执照及对公账
户，每办理成功后，张某支付刘某及

“小白人”1500 元。截至 2019 年 6

月，张某已收购近百套工商执照及对
公账户，他以每套4000元或更高的价
格出售给上线，从而非法获利。

按照张某的供述，侦查员于4月
28日在松北区将刘某抓获。经进一
步工作，侦查员相继抓获石某文等7
名出售个人信息的“小白人”。期间，
迫于公安机关的压力，张某静等9名

“小白人”也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令
人惊讶的是，投案的9名犯罪嫌疑人
中，竟然有一家三口共同为张某办理
了若干工商执照和对公账户。至此，
这个以张某为首盘踞于阿城区，专门
非法倒卖对公账户的犯罪团伙被彻底
打掉。

目前，张某、刘某等18名犯罪嫌
疑人因涉嫌买卖国家机关证件、公文、
印章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
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一家三口办工商执照对公账户出售
哈市警方打掉一个非法倒卖对公账户犯罪团伙

生活报讯 (记者黄迎峰) 近日，
哈市公安局道里分局对买卖营业执
照、银行对公账户等为电信网络诈
骗犯罪提供便利条件的违法犯罪行
为进行集中打击，破获3起案件，成
功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7名。

4月20日，道里公安分局工程
街派出所接到线索：市民王某名下注
册的公司对公账户有可能涉嫌电信
诈骗。经工作，民警发现无业的王某
名下对公账户的流水竟高达2000
万，遂将王某口头传唤至公安机关。

经询问，王某称去年要办理贷
款资质不够，贷款代办人李某称可
以为其办理，只要提供身份信息办
理营业执照，开通对公账户和U盾
就可以，但是手续办完了，贷款却迟

迟没有办下来。
民警初步确定李某有贩卖对公

账户的重大犯罪嫌疑。4月22日，
民警将李某在其住处成功抓获。

经审，犯罪嫌疑人李某交代了
于2019年认识办理工商营业执照
的敖某，俩人以注册公司可办理大
额贷款为由，骗取20多名贷款人的
身份信息，由敖某办理工商营业执
照，李某带领“贷款人”到银行办理
对公账户、U盾等手续，随后敖某以
每套5000元的价格转卖给上家，分
给李某1500元。一年来，累计办理
工商营业执照、对公账户等手续37
套，非法获利81000余元。

目前，二人已被公安机关依法
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对公账户卖上家 每套5000元
哈市警方破获3起同类案件

生活报讯（记者何兴丽）“五
一”期间，哈市交警部门结合当前疫
情防控工作，全警上路。期间共出动
警力9700余人次，巡逻警车1500余
台次，取缔各类交通违法1.5万件，
查处涉酒驾车违法130余件。

2日20时50分，交警双城大队
金城中队警力巡逻至西环北路荣耀
天地小区门前时，发现一台号牌为黑
LLU99*的捷达轿车不仅没安装左侧
后视镜，且前保险杠损坏严重，民警
上前控制驾驶人及车辆。在与驾驶
人王某的交谈时，发现其不仅眼神闪
烁不定，且口中酒精气味十分浓烈。

交警将其带回大队，据其交代，晚间
与朋友喝了一杯白酒和三瓶啤酒，在
驾车返回途中，撞到了墙上，将后视
镜撞掉、保险杠也撞损。看到警车后
便停在了小区门前，没想到还是引起
了交警的注意。经酒精检测，结果为
170mg/100ml，属醉酒后驾驶机动
车，将面临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五年
内不得重新考取、追究其刑事责任的
严厉处罚。

据了解，今年“五一”假期，哈市
交警部门针对市区内公路大桥、松北
大道、滨水大道、友谊西路、防汛路等
主要干道；中央大街、防洪纪念塔、太
阳岛公园等商圈、旅游景点等区域，
强化市区内勤务部署，优化警力配
置，对易拥堵路段全力加强指挥疏
解。

“五一”期间，共取缔各类交通
违法1.5万件，共查处饮酒驾驶122
件，醉酒驾驶12件，查扣违法大货车
90余台，查处严重涉牌涉证违法27
件，行政拘留18人。

“五一”期间冰城取缔各类交通违法1.5万件

男子醉驾撞坏自己车
躲检查被执勤民警抓正着体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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