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报讯（记者
李丹）3日，记者从哈
尔滨市城管局园林办
获悉，截至目前，全市
已有音乐公园、斯大林
公园、九站公园、儿童
公园、兆麟公园等53
座公园设立游客服务
中心或志愿服务站，全
面推出冬季暖心服
务。游人冬季可在此
取暖，免费获取热水、
为手机充电、使用轮椅
等服务。

3日，记者在道里区音乐公园志愿者服务站看到，这
里不仅配有免费的手机充电器，还配有免费的热水饮用
设施，还有一张小床并配有可移动的屏风，这是专门为母
婴准备的设施。旁边的志愿者随时在岗，为有需要的游
客提供贴心服务。

哈尔滨市园林办相关负责人介绍，公园游客服务中
心或志愿者服务站，一般都会配备休息区和志愿服务。
游人可在此休息取暖、喝到免费热水、免费为手机充电，
有需要的游客还能免费借轮椅、婴儿车、雨伞等，游客服
务中心还配备了免费的便民小药箱。

哈尔滨53座公园

冬季提供取暖
手机充电等暖心服务

生活报讯（记者李丹）入冬以来，哈尔滨市城管局
园林办在全市各个主要城市公园绿地进行留白造景，打
造冬季玩雪好去处。3日，记者在道里区音乐公园看到，
皑皑的白雪分布在林木间，园林景观十分迷人。

今年哈尔滨市园林行业部门要求全市97个公园，在
主广场、园路周边及大型绿地区域，保持绿地自然降雪和
雪机抛雪，充分展示哈尔滨冬季“大雪压青松”“千里冰
封、万里雪飘”的视觉景观，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赏雪、玩
雪、戏雪；同时，园林办还要求哈尔滨各大公园在园区广
场、大型绿地、足球场等区域，利用暂不外运的白雪，营造
一些童趣小品和冰雪景观，丰富公园冬季游园情趣。

冰城各大公园冬季绿地留白造景

家门口就能赏冰戏雪啦

生活报讯（实习生王一 记者于
海霞）3日，记者从气象部门获悉，
上一轮冷空气已经谢幕，4日，我省
中部地区气温短暂回升，哈尔滨市
最低温回升到-13℃。

目前已经进入 12 月，气候上
每年的 12 月和次年 1 月、2 月是
正统的“冬三月”，可以说现在严

冬刚上路。3-4日，冷空气歇脚，
我省各地气温短暂回升，哈尔滨
市区最低气温回升到-13℃。10
日，冷空气重新蓄力，全省又要迎
来一波降温过程，哈尔滨市最低
温会再次向-20℃靠拢。近日气
温升降幅度相对较大，大家注意
保暖，避免感冒。

今日我省中部气温短暂回升

哈尔滨最低温回升到-13℃
生活报讯（记者李威兵）3日，记者从

省生态环境部门获悉，未来7天，全省大
部分地区空气质量较好，5日、6日期间，
哈尔滨、绥化地区或出现短时中度污染。

12月4日-10日，全省大部分地区扩
散条件较好，哈尔滨、绥化扩散条件一
般。其中，12月5日夜间-6日，哈尔滨、
绥化扩散条件较差。

12月 4日-10日，全省大部分地区
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哈尔滨、绥化空
气质量以良-轻度污染为主，局地短时可
能出现中度及以上污染。其中，12月 5
日夜间-6日，哈尔滨、绥化空气质量以轻
度-中度污染为主，局地短时可能出现中
度以上污染。首要污染物为 PM2.5 和
PM10。

5日夜间至6日

哈尔滨绥化局地有短时中度污染

改扩建后，冰球馆拥有4块1800
平方米大的国际标准冰场。包含主馆
冰场用于比赛兼训练，兼顾冰球、冰
壶、短道速滑、花样滑冰四项运动及赛
事。副馆1块、新建训练馆2块冰场分
别用于全民健身和冰球、短道速滑、花
样滑冰三项赛事选手训练。

冰球馆项目负责人介绍，“我们采
用智能化制冰系统，能实现对冰面温
度远距离App可视化监控，可根据训
练及比赛需求，控制制冷机组运行参
数确保冰面温度。”

新冰场可
远距离监控温度

能容纳5500名观众 可满足洲际赛事需求

哈尔滨冰球馆 充满国际范儿

据介绍，项目原计划
建设工期为两年，哈城投
用 8 个月时间提前完成
冰球馆“换新颜”工程。

项目总用地面积约
3.2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约 3.26 万平方米。主要
拆除部分仓库、水泵房
等；改造主馆，主要进行
重新装修，改造更新内部
设备系统，冰场及制冰工

艺等；扩建原主馆前阳光
厅；改造副馆；扩建训练
馆，主要建设两块训练冰
场等；配套建设场区道
路、停车场、绿化等附属
工程。

改扩建之后，冰球馆
成为一个规模翻倍，集合
了全民健身与洲际赛事
承接转播，专业运动员训
练的综合体。

提前完工
主要建设两块训练冰场

“建筑的设计灵感源
自承载冰雪运动的自然
介质——冰。”据哈尔滨
市冰球馆改扩建项目主
创建筑师、哈尔滨工业大
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徐铭

亮介绍，为了让扩建体块
与原有体块和谐共处，设
计师通过扩建的阳光厅
融通“旧”与“新”两部分
体量，最终形成一个“自
然生长”而成的综合体。

设计灵感源于设计灵感源于““冰冰””
扩建后极具国际范儿扩建后极具国际范儿

据悉，哈尔滨市冰球馆始建于
1993年，1996年1月开始运营，此次改
扩建后，冰球馆全面升级为一座智能
化球馆。

据哈尔滨市冰球馆相关人员介
绍，扩建后的球馆可容纳5500名观众，
冰场、界墙、电子大屏、穹顶上成排成
列的照明灯、通风管道、音响设备，将
烘托出赛事的燃动气氛。

“主馆按举办洲际赛事标准配备
功能设施，可实现训练、比赛、高清转
播等多种模式场景控制。空调采用
智能化终端控制，保持室内良好的通
风，适宜训练比赛的温度和湿度。”哈
城投集团冰球馆改扩建项目组负责
人介绍说。

可容纳5500名观众
举办洲际赛事

生活报讯（记者周琳）3日，记者从哈城投集团获悉，哈尔滨市冰球馆改扩建
项目工程于11月25日完工，作为哈尔滨最大的冬季项目全民健身及竞技体育室
内训练比赛基地，扩建后的冰球馆可满足洲际赛事需求，从外观到实用性都极具国
际范儿。

新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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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瑞丰拍卖有限公司接受委托，定于2020年12月11
日10时在中拍平台以网络竞价形式公开拍卖：1、大庆市开发
区祥阁花园商住楼S-6-78 79房产，建筑面积约213.15㎡，参考
价104.5万元；2、哈尔滨市南岗区王岗大街635号东方新天地商
业街17-105号商铺，建筑面积约42.63㎡，参考价180万元。

即日起在标的物所在地展样，欲参加竞买者请于12月10
日15时前持有效证件及竞买保证金到哈市香坊区华山路10
号万达商务4号楼307室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咨询电话：18045008956

拍
卖
公
告

我公司接受委托，于2020年12月18日依法公开拍卖哈尔滨市南极冷饮有限
公司股权和资产（为整体出售），此公司为一个具有70多年历史，集生产；批发，
销售于一体的“中华老字号”企业。本次拍卖会在中拍平台拍卖（https://paimai.
caa123.org.cn），哈尔滨市南极冷饮有限公司的具体情况及披露信息详见拍卖信
息。展样时间2020年12月４日至2020年12月16日，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清
滨胡同4号-1-2层。保证金收取时间2020年12月16日至2020年12月17日
（下午14:30），有意竞买者到公司或电话咨询。起拍价捌佰伍拾万元，保证金叁
拾万元。另有车位一处，同日拍卖。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文林街77号二期车
库16号车位。起拍价：拾万元，保证金壹万元。保证金收取时间同上。

联系电话： 0451-87609366 13304502999 15245028028
哈尔滨龙源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拍
卖
公
告

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法院通过网络司法拍卖平台
对被执行人黑龙江太平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
登记在案外人邓涛名下的房产进行拍卖。现将有关事
宜公告如下：拍卖标的：黑龙江省闫家岗农场场部太平
湖三期7号1单元1层1号、太平湖三期7号1单元1层2
号、太平湖三期7号1单元1层3号、太平湖三期7号1单
元2层1号、太平湖三期7号1单元2层2号、太平湖三期
7号1单元2层3号、太平湖三期7号1单元2层4号、太
平湖三期7号1单元3层1号、太平湖三期7号1单元3
层2号、太平湖三期7号1单元3层3号、太平湖三期7号
1单元3层4号、太平湖三期7号1单元8层4号；拍卖标
的权属所有人：黑龙江太平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网
络服务提供者：淘宝网；联系人：原法官（联系电话：
0451-58966061）。与本案拍卖财产有关的担保物权
人、优先权人自行浏览淘宝网；优先购买权人届时未参
加竞买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其他参加竞买的单位
和个人需要了解上述拍卖物的拍卖底价、拍卖时间、拍
卖公告刊登的报刊以及拍卖过程中拍卖物的降价情况
等有关事宜的，请自行浏览淘宝网或与联系人联系。

二○二○年十二月一日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生活报拍卖公告订版热线：15645032005

原刊登在2020年12月1日《生活报》A07版
的拍卖公告变更为：4、海林市沈后小区中心区15
委12-602室, 起拍价7.19万元。

8、绥阳镇中心街办公用房三年租赁权，起拍
价12.24万元。其它事项不变。

黑龙江省龙法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12月3日

变
更
公
告

分类广告
中缝声明
企业招聘

QQ/微信:80451

业务办理电话:

15504651777
89682777

生活报讯（记者李丹）1日起，阿
里巴巴天天正能量联合生活报在内的
全国20家媒体，发起2020“针心针意”
大型暖冬公益行动。我们面向社会征
集爱心志愿者，一起亲手编织厚实的
手套、保暖的围巾、舒适的帽子等过冬
物资。3日，百余名志愿者来到生活报
社，将300团爱心毛线领取一空，经过
一周的编织，10日将回收全部编织好
的红围巾。之后，生活报志愿者将与
正能量获奖者们一起，为省内三所小
学的学生送去冬日温暖。

自2016年开始，阿里巴巴天天正
能量连续4年在全国范围内发起“针心
针意”暖冬公益行动，吸引了超过
15000名爱心志愿者参与，为黑龙江、
新疆、宁夏、青海、内蒙古、河南、陕西
等二十多个地区的25000多名贫困孩
子编织温暖，送出祝福。本报作为阿
里巴巴天天正能量的长期公益合作伙
伴，已连续4年参与“针心针意”行动，
发动本报爱心读者及网友，为黑龙江

近千名孩子送去了温暖包。
编织要求：一团毛线编织一条围

巾，发放的毛线用棒针（统一发放）平
针编织，围巾宽度在13厘米，长度在1
米以上，并将印有logo的小布条（统
一发放）缝在围巾的右下角。

回收要求：交回编织好的围巾时
间是12月10日13时30分至14时，请
务必按时归还，收取完毕后，300条红

围巾将随着温暖包送至三所留守儿
童、贫困儿童所在的学校。

“针心针意”开始织红围巾了
志愿者们快行动吧

生活报讯（记
者李丹）12月5日
为国际志愿者日，
13年来，生活报青
年志愿者们一直在

“温暖”路上稳步前
行，在助老、助残、
助困行动的同时，
也将诵读经典、保
护江河的公益事业
坚持到底。

关注“国际志愿者日”生活报青年志愿者与您相伴13年

受助人签捐赠遗体协议回报社会

生活报青年志愿者团队除了常规的志愿服
务，还组织了一系列的公益活动，如爱心车票、
新年新衣、爱心包裹、暖心墙行动等。同时，生
活报志愿者团队参与了“冰城千人经典诵读”

“针心针意暖冬行动”“‘益’起过中秋”等多项大
型公益活动，曾荣获“第六届黑龙江省十大杰出
青年志愿服务集体”等荣誉称号，团队志愿者曾
荣获“第六届黑龙江省优秀青年志愿者”

“2019黑龙江省优秀服务组织”等荣誉称号。
现在，生活报志愿者团队已从最初的百余

人发展到1500余人，服务次数超3万余次，其
中，2020年已经组织志愿活动百余次。未来的
日子，如果您是致力于爱心慈善的个人，或是注
重慈善文化的爱心企业，欢迎您加入生活报青
年志愿者服务队，让我们一起携爱同行。

未来 我们一起出发

多年来，生活报青年志愿者团队与省残联、
市残联推出多项助残服务、助残知识普及，帮助
多位孤寡残疾人朋友圆梦，让他们过上了幸福
生活。

48岁的残疾人刘洋是个命运多舛之人，多
年前父母还健在时，他也是家庭幸福的人。高
中毕业后，刘洋干过翻砂工、钳工、组装工，工作
虽然辛苦，但生活也是无忧的。在父母相继离
世后，刘洋孑然一身，不想屋漏偏逢连夜雨，刚
查出糖尿病，身体就迅速恶化，双目逐渐视力模
糊，直到2017年双眼失明。

就在生活窘迫时，2019年，刘洋遇到了生
活报青年志愿者团队，在感受到来自社会的温
暖之后，他经过深思熟虑，做出了一个决定：签
署捐赠协议，离世后将捐赠遗体和脏器。

助残 与你一起同行

作为全省乃至全国少有的以
媒体为依托的志愿者组织，生活报
青年志愿者团队在关爱青少年的
路上一直倾尽所有，截至目前已帮
助200余名贫困孩子，在送学习用
品、送成长营养的同时，也送去每
年数百元不等的助学款。

关爱龙江青少年，生活报社、

生活报青年志愿者团队一直在路
上。历年来，生活报社、生活报青
年志愿者团队陆续发起“希望工程
圆梦行动”“关爱贫困大学生爱心
车票”“春蕾儿童关爱”系列活动、

“关注留守七彩圆梦”系列活动、
“金秋助学”活动，从刚入学的孩
子，到已经走入高校的准大学生，

我们的温暖送到了众多求助孩子
的身边。未来，生活报社仍将一如
既往地通过新媒体手段组织更多
温暖的活动，帮助龙江有困难的孩
子们圆梦。近日，今年发起的“7
元爱心午餐温暖留守儿童”公益活
动，获得了“2019中国新媒体公益
优秀案例提名”。

助学 与你一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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