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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例
生活报讯（程岩 记者吕晓

艳）13日，我省卫健委发布最新疫
情通报：12月12日0-24时，黑龙
江省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例
（绥芬河市本土3例、东宁市本土1
例、塔河县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
转为确诊病例1例），无新增无症
状感染者。

截至12月12日24时，现有确
诊病例7例（东宁市本土2例、绥芬
河市本土4例、塔河县境外输入1
例），现有无症状感染者2例（绥芬
河市本土2例）。

疫情当前，提醒大家必须始
终保持防范意识，做好个人防
护。一旦出现发热、咳嗽等急性
呼吸道症状，要及时到当地定点
医疗机构发热门诊就诊。各级疾
控和医疗机构要抓好疫情监测、
院感防控工作，做好定点医院、发
热门诊管理、预检分诊、医务人
员、陪护人员防护工作。各地各
部门要按照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领导小组会议要求严格落实常态

化疫情防控措施。有疫情地区要
做好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密
切接触者的追踪排查和信息推送
工作，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
绪、侥幸心理、松劲心态，全面落
实领导责任、部门责任、属地责任
和岗位责任，时刻绷紧疫情防控
这根弦，持续做好“外防输入、内
防反弹”工作。全面落实人物同
防要求，严格执行入境人员、货物
和冷链产品各项疫情防控措施。
加强重点领域、重点人员和关键
环节管控，严格制度执行，强化闭
环管理，及时消除风险隐患，特别
是重点景区要把疫情防控工作责
任抓在手上，把各项防控措施落实
落细。切实提高个人防护意识，保
持良好防疫卫生习惯。要总结经
验教训，查漏洞、补短板，健全快速
应急反应机制，有针对性地完善应
对突发疫情防控预案，加强物资储
备，加固筑牢疫情防控防线，保障
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
活不受疫情影响。

病例1：女，33岁，无业，现住绥芬河市海融富华苑。
病例2：男，6岁，绥芬河市某小学学生。
病例3：男，4岁，绥芬河市某幼儿园儿童。
三人均系与无症状感染者张某某共同生活的密切接触者，已在集中隔离观察中。

12月12日，在对所有集中观察的密切接触者核酸筛查时检测结果呈阳性，专家诊断为确
诊病例，现已转至定点医疗机构隔离治疗。

病例4：系12月11日由俄罗斯境外输入塔河县的无症状感染者订正为确诊病例。
病例5：女，68岁，退休人员，现住东宁市花园小区。12月12日在全市核酸筛查检测

时呈阳性，专家诊断为确诊病例，现已转至定点医疗机构隔离治疗。有关部门对病例所
有排查出的密接者和密接的密接落实集中隔离观察，对病例曾活动过的场所进行终末
消毒和封闭管理。

新增确诊病例情况

新华社北京12月13日电 国家卫健
委13日通报，12月12日0-24时，31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报告新增确诊病例24例，其中境外输入
病例19例（上海10例，北京2例，四川2
例，黑龙江1例，江苏1例，山东1例，广东
1例，云南1例），本土病例5例（黑龙江4
例，四川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
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病例（在上海）。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11例，解除
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434人，重症病
例较前一日增加1例。

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259例（其
中重症病例5例），现有疑似病例2例。
累计确诊病例4021例，累计治愈出院病
例3762例，无死亡病例。

截至12月 12日 24时，据 31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报告，现有确诊病例306例（其中重症病
例6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81785例，
累计死亡病例4634例，累计报告确诊病
例86725例，现有疑似病例2例。累计
追踪到密切接触者887031人，尚在医学
观察的密切接触者7006人。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14例（境外输入9例）；当日转为确诊

病例5例（境外输入4例）；当日解除医
学观察10例（境外输入9例）；尚在医
学观察无症状感染者195例（境外输入
181例）。

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例
8225例。其中，香港特别行政区7446
例（出院6114例，死亡115例），澳门特
别行政区46例（出院46例），台湾地区
733例（出院601例，死亡7例）。

国家卫健委：

12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4例
其中本土病例5例

生活报讯（记者栾德谦）13日18时
许，记者从省高速管理部门获悉，因疫情
防控，牡绥高速绥芬河站小型车及货运车
辆入城需持有核酸检测报告及绥芬河本

地户口，其他车辆禁止入城。出城时持有
核酸检测报告的货运车辆可以通行，其他
车辆禁止出城。

开通时间等待防疫部门通知。

牡绥高速绥芬河站进出需提供核酸检测报告

哈尔滨市还将规范房屋交易的资金监管
问题以及房产经纪人的从业资格要求。房地
产经纪机构或者所属机构与购房者发生买卖
关系时，应当对贷款首付款进行资金监管；对
定金或者全额购房款，除交易当事人约定自行
划转的外，应当进行资金监管。交易当事人可
以委托商业银行或者不动产登记交易经办机
构（以下统称房屋交易资金监管机构）监管交
易资金；委托监管交易资金的，应当签订交易

资金监管协议。房屋交易资金监管机构应当
免费为交易当事人提供交易资金监管服务。

房地产经纪从业人员，在一年内受到两次
行政处罚的、拒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被列
入严重失信名单的，由住建部门限制其从业资
格，五年内其执业房地产经纪机构或者其他房
地产经纪机构及其所属机构不得聘用；因从事
房地产经纪行为犯罪的，房地产经纪机构或者
所属机构不得聘用。

经纪人一年内两次受行政处罚 五年内不得聘用

哈尔滨拟规范地产经纪机构及经纪人行为

代收房屋交易资金 强迫在指定银行贷款
生活报讯（记者王秋实）为了规范房地产经纪活动，哈尔滨拟

制定《哈尔滨市房地产经纪管理条例》，目前征求意见稿已出台。该
条例将对中介机构进行的房屋买卖、租赁当事人有偿提供居间介绍、
代理等服务的行为进行规范。

按照征求意见稿的规定，哈
尔滨市将对房产中介机构备案
的行为进行管理。所有房地产
经纪机构及其分支、直营连锁机
构，应在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三
十日内，持营业执照向住建部门
办理备案手续。加盟机构自与
房地产经纪机构签订加盟合同
之日起三十日内，持营业执照和
加盟合同向住建部门办理备案
手续；如未按照规定期限备案
的，由住建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未改正的，处以十万元以上
二十万元以下罚款。同时，房产
中介机构要对房产交易流程、政

策、服务项目收费标准、交易合
同范本等项目进行公示。

房地产中介机构不得强迫
购房人选择其指定的商业银行
办理贷款；不得强制提供代办
服务，不得收取未提供代办服
务的费用；委托人在不动产转
移登记前，自行结清房屋所欠
供热、物业、水、电、气等费用，
房地产中介机构不得收取清费
押金；房地产中介机构因自身
或者政策原因，未履行或者完
全履行代办服务合同约定服务
内容的，应当退返全部或者部
分代办服务费用。

中介未按要求备案 最高罚20万

此次意见稿中提出，房地产经纪机构或者
所属机构和房地产经纪从业人员禁止代收代
付或者代保管房屋交易资金；禁止提供或者与
其他机构合作提供首付贷、高评高贷等违法违
规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禁止自行或者与他人
串通伪造购房人身份与售房人签订房地产经
纪服务合同；禁止提供或者发布不实房源信

息和广告；不得租用、借用房地产经纪人和房
地产经纪人协理职业资格证书从事房地产经
纪活动；如出现以上情况之一的，由住建部门
责令限期改正，对房地产经纪机构或者所属
机构暂停或者停止合同网签备案，处以三万
元罚款，对房地产经纪从业人员处以一万元
罚款。

中介及从业人员禁止代收代保管房屋交易资金

禁止禁止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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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共有产比例高外，
97、98街坊的特殊人群，如精
神病人、残疾人、孤寡、孤老等
众多。“我们旧改基地有句口
号，‘让旧改更有温度’。”大桥
街道办事处四级调研员徐涛
说。为此，在旧改征收过程
中，工作人员不一味追求高签
约率，而更强调温度。

区第一征收事务所党支
部率先与地块内两家居民区
党组织携手，相继开展了多场
征收政策咨询会、座谈会等一
系列活动。党员干部走进社
区组织，了解居民真实诉求、
答疑解惑，对弱势群体的帮
扶，做到政策解释到位、感情
联络到位、帮困救助到位。

“弱势群体一直是我们的
关注重点，只要发现家庭内部
协议分配有失公允，让弱势人
群吃亏了，我们都立即制止，
宁可不签约，重新搭平台。”徐

涛说，曾有一对患有精神病的
母子，在最初安置款分配时只
拿到很小份额，旧改办果断决
定重新搭平台，为她们争取到
128万元，让她们未来的生活
有保障。

“曾经的周家祠堂，如今
都是孤儿寡母住在里面，安置
款分配时，每人只能拿到二十
七分之一，这在上海根本不足
够买房。”大桥街道周家牌路
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戴莺告诉
记者，其中有祖孙三人，老母
亲患有严重焦虑症，女儿在家
照顾无法工作，孙女刚上幼儿
园，生活条件十分艰难。旧改
工作人员为他们多次联系共
有产权人协商，又争取到一笔
奖励金，最终帮祖孙三人争取
到了170万元。“刚才她们来
电告诉我，在浦东惠南镇找到
房子了，明天就可以安心搬过
去……”

宁可不签，也要维护弱势群体

一座清朝老宅
牵出牵出2727名互不相识产权人名互不相识产权人

据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报道 12月6
日，杨浦今年以来启动“二次征询”签约
的第7个旧改基地——大桥97、98街坊
正式签约第一天，共有1281产居民签
约，签约率达到98.38%。截至目前，杨浦
今年共完成征收11569户，刷新了杨浦
旧改征收历史上的最高纪录。

午后，上海迎来久违的暖阳，杨浦大
桥下，成片古老的瓦面房顶在阳光下熠
熠生辉。东至临青路，南至杭州路，西至
宁国路，北至平凉路，大桥97、98街坊，
也是当地人口中的“周家牌”与“宁国
里”。这里的房屋年代久远，跨越五六代
人，1302产房屋中，共有产比例达60%
以上。

共有产，意味着一个房产证上有多
个家庭成员的名字。在以往的经验里，
因为安置补偿款分配问题而爆发家庭矛
盾，一直是推动旧改的最大障碍。然而
在大桥 97、98 街坊，事情却有些意外
……

“97.08%？怎么可能？”下午3时，当签约率
翻过97%，居民在签约墙前欢呼庆祝时，杨浦区
旧改办推进部部长杨一凡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
眼睛。“这个基地旧改难度很大，一开始定目标
时，大家都觉得能突破95%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二次征询签约首日就高比例生效，这一路走来太
难了。

摆在旧改征收人员面前的第一个难题，是
查清楚老房的“身家底细”。“这里很多1920年
代以前的房屋，现有户籍记录无法查到产权
人。还有不少房子是居民将公房推倒后重建
的，原有结构已经面目全非。”在征收前期，旧改
指挥部的工作人员每天奔走在基地各处，给每
幢房子进行测绘和画图，有时还要到档案馆查
阅老房子的资料。

老街坊所在的周家牌路居民区，是过去“周
家祠堂”的所在地。周家在杨浦是一个大家族，
最早的三位老祖宗又繁衍出枝枝节节的子孙后
代。杨一凡说：“有一次经办人到档案馆翻查一
座老宅的原始资料，发现那是1911年辛亥革命
以前，建于清朝的房子。”

沿着临青路杭州路一直往弄堂深处走，来到

一个写着“临青路233弄”的院子前。院门口有
一株看起来年代久远的夹竹桃，因为这种树的枝
叶有毒，被居民用黑色木片围了起来。穿过夹竹
桃，来到临青路233弄90号前，这就是传说中的
清朝老宅。

房顶是青黑色瓦片铺就而成，瓦片上的图案
仍清晰可见，红色木门上镶着玻璃。屋檐下，居
民横七竖八地晾晒着衣物，与古朴的房屋样式形
成鲜明对比。

“查到房子来历以后，我们又通过公安翻查
老户籍资料，都是繁体、竖写的文字。最终找齐
了老房的所有产权人。”房屋征收经办人告诉记
者。

老宅的共有产权人第一次到旧改指挥部碰
头当天，一共来了27个人，其中有一位专门从台
湾飞过来的产权人。他们之间互不认识，年龄职
业各不相同，但都姓周。

面对这么庞大的共有产权人队伍，旧改办还
是第一次。每次“搭平台”就要用上半天时间。
经过工作人员不遗余力地数次“搭平台”和奔走
各方协调，12月4日，27名产权人在二次征询同
意书上签了字。

一座老宅，牵出27名产权人

临青路233弄59号是一
间建筑面积只有43平方米的
老屋。居民在家门口临时搭
建了一个简易卫浴，淋浴和蹲
坑加起来不到一平方米空
间。厨房是一个灶台，居民烧
饭仍用液化气。“房子是父母
1948年建造的。”66岁的金余
龙出生在这里。

房间的墙壁上落着斑驳
的石灰，屋檐板老化破损得厉
害，只能用白色的挂布遮掩装
饰。爬上陡峭的楼梯，二楼的
一间房被一分为二，金余龙夫
妇和女儿各住一间。在卧室
上方搭建的小阁楼，曾经，六
兄妹挤在一张通铺上度过了
整个童年。

如今，兄弟姐妹六人都是
这座老房的共有产权人，面对
总额538万元安置款，金家人
是怎样分配的呢？“我们家的
原则就是，有房的照顾无房
的，宽裕的照顾困难的。”抱着
这样的念头，兄长和长姐让出
了他们大部分应得的份额。

金余龙很是感动。“爸妈

从小告诉我们，不管遇到什么
困难，兄弟姊妹之间一定要团
结。亲情没了，就什么都没
了。”最终，金余龙的哥哥姐姐
只拿了最小的一块“砖头”，让
其他兄弟姐妹将来有条件改
善住房环境。

另一户共有产权大户，在
平凉路1464弄25号，庞家兄
妹五人从小出生在此。后来
陆续搬出后，只剩下家中最小
的妹妹庞秀兰照顾着瘫痪在
床的老母亲。然而在这次旧
改中，小妹却放弃了全部应得
安置款。

原来，庞秀兰的娘家和夫
家的房子都在此次旧改中。
动迁后，她本可从娘家取得一
笔安置款，再与丈夫家的安置
款合在一起，买下一套大房
子。但她和丈夫金畅春商量
后，决定将自己在娘家应得那
部分安置款全部让出，分给三
位条件困难的兄弟。“兄弟有
难，自然要先帮助他们。他们
安置好了，我们也开心。”庞秀
兰说，丈夫也支持她的决定。

“亲情没了，什么都没了”

上海一地块旧改

翻出惊人家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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