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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广告
中缝声明
企业招聘

QQ/微信:80451

业务办理电话:

15504651777
89682777

★ 婴儿姓名：马芯韵，女，
2020年03月05日出生于黑龙
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哈尔滨医
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母亲：王
莹（身份证号：23210119910518
4043），父亲：马彪（身份证号：
230182199105220418），马 芯
韵 出 生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
T230133998。

特此声明作废

★ 文占有与伊秀敏之女文烁
遗失由五常市妇幼保健院开具
的 医 学 出 生 证 明 ，编 号:
G230180934。

特此声明作废

★ 哈尔滨市道外区北环俊景
小区4块地1号楼3单元402王
作明将1136号房屋拆迁货币补
偿协议。

特此声明丢失

★ 姓名董轩辰，出生日期
2010年5月29日，性别男，不慎将
出生医学证明丢失，出生证编号
J230219890，出生医院；道里维多
利亚妇产医院，父亲，董庆华，身份
证号：232102197812084639，母
亲 ：王 宇 ，身 份 证 号 ：
230102198305051923。

特此声明

★ 邢玉清将黑龙江世纪鑫和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位
于哈平路160号学院雅居29号
楼一单元 1001 室购房收据丢
失，收据编号:000446，小写金
额：243080元，大写金额：贰拾
肆万叁仟零捌拾元整。

特此声明作废

声 明
本 人 马 子 龙 ，身 份 证 号

230106198807032816，在香坊区化工路
103号有住房一处于2020年9月8日搬迁，
搬迁验收凭证底表编号：E2-102，本人承诺
此处房产无争议，并自愿承担一切相应后果
或法律责任，如有异议，请自本报声明见报
联系本人，联系电话：17703618580。

声明人：马子龙
2020年9月9日

★ 本人金洁如购买银泰城一
期商服Z025的契税收据丢失，
票据金额149888元。

特此声明丢失作废

丢失声明

★ 韩旭不慎将哈尔滨市商品
房销售预收款专用票据丢失，票据
号：00177134，金额：201172元，
日期2016年4月27日丢失，声明
作废。一切后果由本人承担。

特此声明作废

为做大做强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
事业，加速推进融媒发展，面向未来
储备人才，现特向各大高校、相关职
业院校开放实习平台，吸纳在校学生
前来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新媒体平台
实习，表现优异者黑龙江日报报业集
团将予以录用。

一、主题说明
广泛招收各大院校、职业学校在校

实习生到集团新媒各个岗位实习，充实
平媒报道力量，发掘“潜力股”，加强人才
储备，以期在未来发展中抢得先机。

二、招录对象
国内各高校、职校电编、美编、播音

主持、营销策划、计算机、制作等专业在
校学生。其他专业学生，在网页设计、视

频制作、粉丝维护、数据分析、品牌推广
上有特长，能够熟练应用抖音、快手、微
博、微信等平台。

三、招录人数：40人
四、实习岗位
职位1：文案、策划15人
要求：1、协助日常新闻报道的采写、

编辑等工作。
2、协助官方网站、客户端、微博、微

信公众号文案撰写编辑。
3、协助社群活动，负责营造社群活

跃度，提高用户粘性。
4、有创新意识，熟悉互联网应用，

具有良好的表达能力，有一定数据分析
能力。

职位2：短视频拍摄、后期制作6人

要求：1、负责短视频拍摄和后期制
作。

2、负责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账
号发布和运营。

3、简单的数据分析和与粉丝沟通工
作。

4、精通PR、PS等相关视频编辑软
件，能独立完成剪辑作品，可以配合出
镜，性格开朗大方，有抖音或相关短视频
工作经验者优先。

职位3：美术统筹4人
要求：1. 负责网站、微博、微信、APP

等新媒体平台上的图片、海报等图片产
品的设计和制作。

2. 配合网站编辑进行专题页面的布
局和制作。

3、能熟练使用设计及网页制作工
具，如PS、AI、H5等优点。

职位4：网络主播及助理15人
要求：1、负责主持和协助制作音频

和视频直播节目。
2、协助节目策划、组织、实施和运

营。
3、播音、主持专业优先。
4、微博、抖音、快手等平台有运营

经验者优先。
说明：报名者经审核面试合格，录用

为本集团实习生，每月发放实习津贴。在
实习中表现优异者，纳入黑龙江日报报业
集团人才库，待取得毕业证和学位证后，
即可签订入职合同，成为黑龙江日报报业
集团一员。

简历投递：hljrbzp@163.com
发送简历时，邮件主题请统一命名

为：（实习）姓名+电话+学校
办公地点：
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1号

黑龙江日报广纳新媒体实习生

广告广告

生活报讯（记者时继凯文/摄）7
日，本报报道了肇州县赵淑丽家田地被
占，用于建设光伏发电输电塔基一事。
当地“国土资源”部门为用地单位批的是

“临时用地”，却建了“永久设施”。记者
又采访省发改委电力处获悉，此前肇州
县自然资源局韩副局长出示的《关于简
化用地管理加快电网建设的通知》，是针
对电网建设的，而光伏发电是电源建设，
这个《通知》不适用该项目。对此，韩副
局长说，他对“电网建设”与“电源建设”
的概念理解上可能有偏差。

此前1日，记者去肇州县自然资源
局采访时，要求看占赵淑丽家田地的光
伏发电项目的审批手续时，韩副局长出
示了一份临时用地审批表，上面显示，建

设用地单位：大庆绿锐太阳能发电有限
公司，被占地单位中包括赵淑丽家所在
的乐业村，用地期限为2017年4月10日
至12月31日。在临时使用土地合同中
也明确注明，使用土地期限至2017年
12月31日。当记者质疑这个临时用地
审批表已经过期时，韩副局长又出具了
一份由省自然资源厅和省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发出的《关于简化用地管理加快电
网建设的通知》。记者仔细查看《通知》
的内容，发现是2018年11月23日下发
的，而赵淑丽家田地被占是2017年5月
30日发生的事。

记者随后采访了大庆市发改委，对
方表示刚刚通过生活报了解到这个情
况，非常重视，目前正在对该项目立项的

情况进行调查。
记者针对《关于简化用地管理加快

电网建设的通知》，采访了省发改委电力
处获悉，《通知》是针对电网建设的，而光
伏发电是电源建设，《通知》不适用该项
目。当记者再次致电肇州县自然资源管
理局的韩副局长，说明省发改委的解释
时，韩副局长说，他对“电网建设”与“电
源建设”的概念理解上可能有偏差。其
表示已经将情况上报到县里，针对目前
出现的问题正在研究解决办法。

韩副局长说，“‘涉及占用基本农田’
按规定是立不上项的，当时在2017年4
月5日，由县里一位副县长组织召开会
议，召集该县包括国土、建设、畜牧、环保
及相关乡镇，要求各单位、各部门积极协

调配合这个光伏发电项目的推进。”记者
问，当时是否看到了这个光伏发电项目
的立项审批手续，韩副局长说，时间太
长，记不太清了。

“肇州女子反映自家田地被占装光伏发电输电塔基”后续

临时用地审批表“过期”又拿出“后补”通知 省发改委称通知不适用该项目

肇州县自然资源局韩副局长：

我对概念理解可能有偏差

生活报讯 7日，哈市道里区朝阳
胡同1号楼4楼的房主王先生通过本
报热线反映，因为厨房下水主管道堵
塞，该楼数十户居民已经四天无法正
常用水。当日，记者来到现场走访。

王先生告诉记者：“上周厨房下
水返水，把屋里都给泡了，我赶紧去
找物业，但是他们没管，一直拖到现
在。”记者看到，王先生已经把返水处
理了，地板被泡得鼓了起来。厨房的
下水管被用破衣服、砖头和塑料布给
堵住了，厨房已经无法正常使用。

王先生介绍，自从一楼开了饭店

之后，下水就经常堵。二楼为了不返
水，把下水管改了，水从三楼返；三楼
把下水管堵住，四楼开始返水。“为了
不再返水，整个楼都不敢用水了。”

记者同王先生来到一楼饭店，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这里开饭店七八年
了，没有改动过下水管线。但是饭店
内确实有过改造的痕迹，在本该是住
宅厨房的位置，记者只看到燃气表，
没有看到应该有的下水管。王先生
再次给先锋物业打电话，工作人员也
来到一楼饭店说：“得饭店先把管子
恢复原状，不然我们没法修。”但是饭
店工作人员却说：“我们根本就没改
过管子，原来就是这样的。”

物业工作人员与饭店老板通话后
告诉记者：“老板说找水管修水管可
以，但装修被破坏了，这个损失谁承
担？我说我们肯定承担不了。”物业工
作人员表示，必须饭店先把水管恢复，
不然物业无法处理。现在物业只能给
饭店下整改通知，让饭店恢复管线。

哈市朝阳胡同1号楼居民反映：

下水返水下水返水整楼无法正常用水整楼无法正常用水
先锋物业：一楼改管道只能先开整改通知单

生活报讯（记者仲亮文/摄）8
日，龙头新闻APP、生活报关注了哈
尔滨市南岗区永兴路因占道经营、
车辆违停而拥堵，导致红星城小区
千户居民出行不便一事。报道刊发
当日，哈西交警大队、南岗区王岗镇
城管执法部门纷纷行动起来，对沿
街长期占道的商亭、摊位进行了清
理。8日下午，记者在对永兴路回访
时发现，违停的车辆少了，长期占道
的商亭被拆了，街路变得敞亮了。

“感谢生活报，在你们的报道
下，永兴路顺畅了，居民出行便利
了。”8日上午，红星城小区居民张

先生给记者打来电话，他告诉记者，
8日上午，他发现交警冒雨前来疏
导交通，与此同时，王岗镇的城管执
法人员也来到现场，对长期占道的
商亭、摊位进行了清理，永兴路交通
顺畅了。

记者在交警部门了解到，交警
哈西大队决定联合多家管理部门，
对占道经营、违法停车进行清理整
顿。同时，请在道路两侧泊位内停
放的车辆车内留好联系方式，随时
配合交警部门管理。目前交警部门
正在申请在道路的两侧施划停车泊
位，缓解停车压力。

“哈市红星城出行唯一通道天天堵”后续

交警城管联合行动
永兴路变得敞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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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生活报讯 国家计算机等级证书、英
语四六级证书、机动车登记证、结婚证
……让人难以想象，这些本应通过正规
渠道获取的各式证书，只需要购买者提
供相关个人信息，犯罪分子仅需几分钟
即可印制完成。近日，哈市南岗警方成
功打掉一个制贩假证的犯罪团伙，依法
刑事拘留32人，行政拘留50余人，缴获
各类假证8万余本、假印章70余个，以
及用于制假的电脑、打印机、钢印机等
工具23台。

3月，哈尔滨市公安局南岗分局
在工作中获得线索：有人利用互联网
从事贩卖假全国计算机二级等级证书
的犯罪活动。为彻底打掉这一严重妨

碍教育公平的犯罪行为，南岗警方立
即责成刑侦二大队成立专案组，全力
开展案件侦破工作。经初步侦查，哈
市人帅某进入了警方的视线。据了
解，帅某有在复印社打工、从事刻章印
刷的工作经历，具备从事制售假证的
能力和条件。据此，侦查员围绕帅某
开展工作，查明了帅某租用哈市南岗
区一公寓作为工作室，制售假证并对
外出售的犯罪事实。

5月3日，侦查员在南岗区某公寓
门前，将欲出门邮寄假证的帅某抓获，
并现场发现假证数百个。经审讯，犯罪
嫌疑人帅某供述，其在复印社从事刻章
印刷工作时，发现时常有客人要求制作

假证和假章，帅某觉得这是一个发财的
“良机”。遂从2018年 3月开始，从网
上购买相关制作假证的设备和半成品，
然后在南岗区某公寓内设立工作室，专
门制作假证件和印章并对外出售，获取
非法利润。同时，为扩大“业务量”，帅
某疯狂发展自己的“客户”为“下线”，
很多购买假证者就这样成为了帅某的
帮凶。

通常，下线将需要假证人员的相关
信息发送给帅某，帅某按照对方的要求
制作相关的假证，然后邮寄到下线手
中，下线再层层加价，卖到需要假证者
手中。经进一步工作，侦查员于7月28
日赶赴温州，将为帅某提供制假半成品

原料的犯罪嫌疑人林某、杨某抓获，并
现场缴获假证半成品10万余个。自7
月28日至今，侦查员又相继在西安、温
州以及哈尔滨等地，陆续抓获涉案人员
80余名。

据帅某交代，其“生意”的成本极
低，但利润丰厚。通常一个计算机国家
二级证书售价约200元，生产成本却不
足6元。大学英语四、六级证书生产成
本约10元，但经过多个下线层层倒卖从
中赚取差价，最后卖至需要者手中时已
高达5000元。目前，犯罪嫌疑人帅某、
杨某、林某等32名犯罪嫌疑人已被公安
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
办中。

英语四六级证、机动车登记证、结婚证……啥证都敢做

层层加价 成本10元卖 元
哈市警方打掉一制贩假证团伙 抓获80余人 缴获假证8万本

生活报讯（记者王萌）省
纪委监委网站8日消息，哈尔
滨市公安局机关党委书记马为
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
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哈市公安局机关
党委书记马为民
接受纪律审查和
监察调查

生活报讯 工程款还没下来但马上
要开工、家里出了点事急需用钱……大
庆市一男子专找离异女子谈恋爱，然后
以各种理由骗钱，10个月的时间里骗
取哈市一女子42万余元。近日，哈尔
滨市公安局道里分局通江街派出所将
男子抓获。

据办案民警乔鑫介绍，2019年11
月，女子小影（化名）来到派出所报警称，

自己遇到了诈骗，10个月时间被骗了
42万余元，现在对方联系不上了。民警
经了解得知，小影2019年1月在交友软
件上结识了一名40岁左右的男子，男子
身材高大、长相帅气，聊了不久两人确
定了恋爱关系。男子称自己已婚，但夫
妻关系不好，目前分居生活，即将打算
离婚。小影也是离异，两人的情感生活
比较相像，一来二去感情迅速升温，两

人见了几次面，但见面时间很匆忙，也
没有好好了解对方，只是在网络上倾诉
一下心事。

过了几个月，男子称做工程没钱
了，钱都在媳妇那不给他，现在急需开
工，要用点钱。过了没多久，男子又说
家里人出了点事，还要用钱。男子以不
同借口先后向小影要了42万余元，一
直保证等工程款下来就还小影钱，还要

加倍给。小影信以为真，没想到到了
2019年11月，男子突然失联了。男子
告诉小影的个人信息都是虚假的，给警
方的侦查工作带来很大困难。经过一
系列研判，警方发现男子有和不同女性
开房的记录，同时也确定了男子的身份
信息，最终在一家宾馆内将男子抓获。

经审讯，男子对自己的行为供认不
讳，目前已被警方采取刑事措施。

女子网上遇到“白马王子”10个月被骗42万余元

生活报讯 短短两个月时间里，龙江
县一“电耗子”盗窃团伙连续跨省作案
46起，涉案金额超过5万元。近日，龙江
县公安局彻底捣毁该团伙，成功侦破数
十起系列盗窃农业电机案，收缴被盗农
用电机46台，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两万
余元。

今年8月初，龙江县公安局刑侦大
队相继接到景星镇、头站镇、华民乡等地

农户报警，称其农用灌溉电机被盗，总价
值5万余元。正值农作物生长期，不能
及时灌溉将对农业生产造成极大影响，
龙江县公安局立即成立专案组，全力开
展案件侦破工作。经现场勘查分析，民
警初步断定，案件系多人作案，主要盗窃
目标是农用灌溉电机。在对龙江县及周
边地区的废品收购站、居民进行了十余
日的走访调查后，专案组终于获得可靠

线索，锁定了以谭某为首的5名社会闲
散人员。8月24日18时，专案组民警兵
分两路，对盗窃犯罪嫌疑人和收赃犯罪
嫌疑人同时进行抓捕、追赃，及时挽回群
众损失。

经审讯，5名犯罪嫌疑人对其在内
蒙古扎赉特旗、龙江县等地疯狂盗窃农
用电机46起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案件
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连续作案46起 专偷农用电机
龙江县警方捣毁“电耗子”团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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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用电机农用电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