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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天宇拍卖有限公司接受委托公开拍卖：兰西县LX2020-74号
地块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规划用途为城镇住宅-普通商品住房用地。土
地座落：兰西县兰西镇东二道街西侧、柴市街北侧。出让地块编号：
LX2020-74，宗地面积为39905.67平方米、出让年限为70年、容积率等于
2.4、建筑密度等于30%、绿化率等于35%，现状土地条件：六通一平。拍卖
起拍价为人民币肆仟玖佰叁拾肆万伍仟伍佰元整（￥49345500.00），此次
拍卖标的设有保留价，不达保留价不成交。

有意竞买者请于 2021 年 1 月 05 日 17 时前持有效证件和竞买保证金
2468万元交至兰西县自然资源局指定账户后再将剩余竞买保证金120万
元交至我公司指定账户方可办理竞买登记手续，（以资金到账时间为准，资
金到账时间为2021年1月05日15时前），并于2021年1月6日15时之前持
有效证件原件（复印件）到黑龙江天宇拍卖有限公司指定地点办理竟买登
记手续。

展样时间、地点：即日起，标的物所在地
拍卖时间：2021年1月7日上午10时00分
拍卖地点：兰西县自然资源局四楼会议室
拍卖公司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阿什河街2-12号
联系电话：15636115236 0451-87506868

拍卖公告

黑龙江农垦宝隆拍卖有限公司接受委托，定于2020年12月25
日下午13时30分在中拍平台举行公开拍卖会。

拍卖标的为：
1、八五一〇农场黑背山管理区101林班4小班过熟杨树，参考蓄

积量约644立方米，参考价31.2万元。
2、七台河市新兴区河南街1-2层办公用房（原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七台河分行新兴支行），参考建筑面积1036.98平方米，参考价
111.58万元

3、七台河市桃南街道1层住宅，参考建筑面积92.8平方米，参考
价38.51万元。

有意竞买者请携带身份证明或相关资质，交纳竞拍保证金，于
2020年12月24日11时前办理竞买手续。

联系地址：哈尔滨市香坊区珠江路29号8楼806室
展样时间：2020年12月18日—2020年12月24日11时
展样地址：各标的所在地
联系电话：1标的13845081668 王经理

2、3标的13384607706 梁经理

拍卖公告

黑龙江信达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接受委托，依法对下列标的进行公开拍卖：
拍卖公告

请有意竞买者持有效证件及竞买保证金到我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登记截止时间：2020年12月24日16时 拍卖时间：2020年12月25日10时30分
竞价网址：http://paimai.caa123.org.cn 拍卖标的展示时间：2020年12月23日
拍卖标的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咨询电话：0451—51911012、51916555 微信号：xindapaimai
公司地址：哈尔滨市道里区上海街6号海上银座A栋22层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标的名称
柯斯达牌
帕萨特

别克商务车
帕萨特轿车

雪佛兰科帕奇
帕萨特

丰田越野车
帕萨特

雪佛兰科帕奇
别克商务

别克昂科雷
帕萨特

别克商务
科帕奇越野车
大众帕萨特

别克GL8商务
帕萨特

帕萨特轿车
金杯阁瑞斯

绥化市农行小区1#-6-1-8营业用房

黑A35153
黑A5Q958
黑A5SA98
黑A8K5X2
黑LBM196
黑LDU351
黑DA4100
黑DAB067
黑E333EH
黑G9G856
黑KF0395
黑JB8837
黑F3718A
黑H9622A
黑ND1568
黑M00828
黑PB0015
黑A8RK37
黑AS8929

使用面积约155平方米

参考价(万元)
5
7
8

2.3
2.9
3
10
3

2.9
8
5

2.8
8

2.7
3
8
3

2.2
1.76
85.25

黑龙江省天鹅拍卖有限公司接受委托依法拍卖标的：拍卖的
债权为黑龙江鑫海工程机械服务有限公司、哈尔滨龙江制鞋厂、黑
龙江斯达造纸有限公司3户企业。

上述拍卖标的的瑕疵是根据目前已知情况披露的，拍卖人、委
托人不能保证拍卖标的的品质，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瑕疵情况详
见瑕疵声明。拍卖人提供的拍卖标的债权的来源、瑕疵和风险披
露和说明，竞买人应仔细阅读，认可同意后签署相关文件，拍卖人
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因此导致委托人、拍卖人承担责任的，竞买
人应赔偿委托人、拍卖人遭受的全部损失。

有意竞买者将保证金30万元于2020年12月21日下午15：00
前交到我公司指定账户，并持有效身份证件到我公司办理竞买登
记手续。

展样时间及地点：自公告之日起，在标的物所在地；
拍卖时间：2020年12月25日上午10：00
拍卖地点：哈尔滨市香坊区珠江路3号汉庭酒店小会议室
联系电话：18846061777

拍卖公告

生活报讯（实习生郝天朔 记者
黄迎峰文/摄）放下自家的房子，去
帮辖区的老两口跑装修一个多月；带
上女朋友陪留守孩子吃饭……4日
以来，记者走进哈尔滨市道外公安分
局东莱街派出所，听辖区居民们讲述
了一个个令他们暖心的“小事儿”。

东莱街派出所门口的旗杆下面，
总有卖饮料、卖鞋垫、晒太阳的市民，
甚至有老少爷们儿自备酒菜临时凑起
的大排档。20多年来，“百姓之家”的
匾额不是挂在那摆样子的，而是一种
宣示和呼召。民警由金国随便点开一
条微信，便传出辖区居民许阿姨的声
音：“金国呀，有点事找你，上我家来一
趟呗。”“我就拿他当自己儿子一样，有

时候比亲儿子都好使。”张艳晶大娘指
着副所长姜禹亲切地说。去年9月，
姜禹接管片区时正赶上张大娘家装修
新房，儿子定居外地，老两口力不从
心。姜禹放下自己家正在装修的房子
不管，当起了张大娘家的“施工队长”，
跑前跑后忙了一个多月。

林阿明刚满26岁，加入“东莱”
不久。“我还得多接触，等孩子慢慢信
任我，我就能给他当家长了。”林阿明
口中的这个孩子是他入户走访时结
识的一名初二学生，几年前随爷爷从
依安县来到哈尔滨，在东莱社区落
脚。“这孩子可怜，两岁半时父母离婚
把他扔给爷爷，今年14岁了，也没再
见过他爸，就靠爷爷送货跑腿挣点生
活费抚养。”第二次去孩子家走访，正
赶上饭口，爷爷还没收工，林阿明便
把孩子领到饭店吃晚饭，还叫上女朋
友作陪。

像这样的暖心事儿，在东莱街派
出所不胜枚举。2019年，哈尔滨市
公安局道外分局东莱街派出所，被公
安部命名为全国首批“枫桥式派出
所”。1946年建所至今，获得了300
多项省部级荣誉。

帮老两口跑装修
带女友陪留守孩子吃饭
听听东莱街派出所民警暖心事儿

生活报讯（实习生郝天朔 记者
黄迎峰）近日，哈尔滨市公安局刑侦
支队、法制支队和刑事技术支队等相
关部门协作配合，远赴广东深圳、广
西玉林等地，成功抓获跨境网络贩枪
制枪犯罪嫌疑人2名，缴获型号为
G18、m9气动力短枪2支，自制气动
力长枪1支，枪械充气瓶2罐及铅
弹、钢珠子弹600余发。

冰城警方破获跨境网络贩枪制枪案

缴获枪支、充气瓶、弹药等600余件

生活报讯（记者何兴丽）哈尔滨市
交警部门持续开展道路交通整治工作，
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车辆，减少道路交通
隐患，保障道路通行安全。16日下午，哈
尔滨市交警部门在道外区化工路某园区
内集中销毁无路权摩托车，现场2633台
涉案车被工程铲车逐一销毁。

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
安全法实施条例》及《黑龙江罚没和扣押
财物管理条例》，交警部门对上缴的涉案
车辆实施常态化管理，对满足销毁条件
的车辆依法销毁。此次销毁车辆为今年

以来交警部门查扣的车辆，均为登报公
告满3个月，当事人未到交警部门接受
处理的机动车。

据交警部门介绍，此次被销毁的均
为无路权摩托车，其中，二轮摩托2309
台、三轮摩托324台，大都因发生闯红
灯、逆行、无牌上路等交通违法被取缔，
部分车辆属于已达到报废标准、安全状
况较差，不仅严重扰乱道路交通秩序，也
给市民出行带来极大的交通隐患。下一
步，交警部门将进一步强化路面警力管
控，持续加大对各类无路权违法车辆的
整治力度。

交警部门提示:为了您和他人的安
全，请不要驾驶和乘坐套牌车、报废车、
拼装车、走私车、盗抢车等无路权违法车
辆。

2633台无路权摩托
冰城交警提示市民勿驾乘报废车、拼装车等

哈尔滨市公安局破获食药环哈尔滨市公安局破获食药环领域刑事案件领域刑事案件144144起起
涉案7000余万元

烟酒仓买店打掩护
生产销售假冒烟酒
涉案金额200余万元

销毁！

犯罪嫌疑人矫某富在未取得兽药
国家批准文号的情况下，租用厂房非法
生产兽药，并经物流配送向全国10个
省销售，涉案金额1000余万元。

犯罪嫌疑人姚某宝在未取得某文
具有限公司授权的情况下，私自生产
该品牌商标的修正带，并销售给某文
具店，涉案金额达15余万元。

其他典型案件

2018年11月8日，哈尔滨市公安
局食药环支队在工作中获得线索：在哈
尔滨市南岗区某门市内存在销售假冒
某知名汽车厂商汽车配件的情况。侦
查员立即开展工作,经查,该存放点实
际控制人为犯罪嫌疑人孙某,自2017
年以来,该人雇付某、洪某、郭某等人，

从外省大量购进假冒某知名汽车品牌
的汽车保险杠、全系大灯、中网灯等零
配件，共300余种、5万余件，涉案价值
约160余万元。

2018年11月8日，侦查员经细致
工作，在南岗区将嫌疑人孙某、付某等5
人抓获。

孙某等人销售假冒汽车配件 涉案价值160余万

2016年 10月 24日，哈尔滨市公安
局食药环支队对刘某等人生产销售假冒
伪劣产品案立案侦查。经查,犯罪嫌疑人
刘某伙同他人利用在哈尔滨市开办的多
家烟酒店、仓买店作为掩护，长期从外省
非法购进假烟和假冒某高档品牌的白酒
等，大肆加价销售，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

标的商品犯罪。
2017年7月23日，哈尔滨市公安局

会同市相关部门集中收网,依法将涉案犯
罪嫌疑人刘某、刘某娜、赵某东等10余人
抓获，从该团伙经营的十余家烟酒店内当
场查获大量正在销售的假冒注册商标的
烟酒，涉案金额达200余万元。

刘某等人生产销售假冒烟酒 涉案金额200余万

生活报讯（实习生郝天朔 记者黄迎峰文/摄）16日，黑龙江省公安厅联合哈尔滨
市公安局举行“昆仑2020”专项行动涉案物品集中销毁活动。活动现场，警方展示了
假汽车配件、假文具、假药、假酒等涉案物品。

据悉，哈尔滨市公安局食药环支队共破获食药环领域刑事案件144起，抓获犯罪
嫌疑人87名，打掉犯罪团伙5个，摧毁窝点4个，查缴涉案物资折合人民币7000余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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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不挡茶香，
冬季来临，茶来袭。
沁园茶庄疫情期
间推出几款特惠
古树茶。
普洱生茶：
邦葳纯料古树茶、临
沧南迫古树茶、易武
正山老树茶饼、老班
章普洱茶、布朗山纯
料饼、乔木青饼、大
雪山生饼、千家寨古
树茶。
普洱熟茶：
班章金毫、南糯山七
子饼、宫廷贡饼、景
迈老树茶、07宫廷
散、勐海大叶散、糯
香小坨。

联系电话:
13204518939
广告勿扰

普洱茶

生活报讯（记者薛宏莉）
近日，漠河市举行中国·漠河
第十一届冰雪文化节开幕暨
北极漠河冰雪大观园开园仪
式。据悉，北极漠河冰雪大观
园围绕冰情雪趣、寒冷刺激、
挑战自我、精雕冰建、雪塑景
观等游乐元素设计，将带游客
解锁“最北”的欢乐冰雪季。

“北极漠河冰雪大观园”
占地3万平方米，分为“北”字
文化区、民俗展示区、冰雪游
乐区三大区域，从夜空中俯瞰
宛如流光溢彩的冰雪童话世
界。开园当天就吸引大批南
方游客畅游其中，领略美轮美
奂的冰雪美景。游客们尽情
欣赏冰雕作品，感受冰雪大滑
梯的极速体验。深圳游客黄
和妮兴奋地说，“第一次来到
中国最北边，感觉这边的冰雪

真是太漂亮了，很羡慕在北方
生活的朋友可以有这么多好
玩的东西。今天赶上这么漂
亮的冰雪乐园开园，感觉自己
很幸运，特别是这个冰滑梯，
真是太好玩、太刺激了，以前
也没玩过，这次一定要玩个
够。”

近年来，漠河市坚持把
“冷资源”做成“热经济”，持续
丰富冰雪产品，相继建成了一
批以参与、互动、娱乐为主的
冰雪项目。入冬以来，漠河市
持续推出冰雪游乐园、圣诞雪
雕园、冰雪旅馆等冰雪旅游产
品，新建了多处网红打卡点，
增加了游客的参与性和娱乐
性，提高冰雪旅游档次，实现
冰雪与旅游的完美融合，为广
大市民和游客奉上一场丰盛
的冰雪文化盛宴。

哈尔滨极地公园哈尔滨极地公园
打造全打造全球首个北极熊酒店球首个北极熊酒店

生活报讯（记者薛宏莉）见过白天的北极熊，但你享受过24小
时有熊相伴的极地时光吗？15日上午，黑龙江省百大项目哈尔滨极
地馆二期——极地公园“北极熊酒店”定制的巨型强化玻璃展示窗完
成安装，标志着全球首个北极熊酒店的北极熊生活区已建成。据悉，
目前北极熊酒店的内部装饰已接近尾声，将在冰雪节期间与哈尔滨
极地公园同步开业。

为了给北极熊提供最佳的安全保障，
这块强化玻璃由5层粘合而成，夹层为防弹
级SGP胶片；为了给游客提供最佳的观赏
体验，巨型强化玻璃高5.9米，长10.5米，总
重量达16吨，是国内极地海洋公园中最大
的强化玻璃。

据了解，强化玻璃虽然具有超强的承

载力和热稳定性，但是安装难度极大，稍
有碰痕，整块玻璃都将报废，无法修复。
施工人员用时72小时才完成安装。“这是
我从业几十年来，安装过的最大、最高、最
重、最难的强化玻璃，它的防弹级别不亚
于外国总统的座驾！”现场施工负责人幽
默地说。

拥有“总统座驾”级防弹展示窗

哈尔滨极地公园斥资亿元建造全球首
个北极熊酒店，由俄罗斯著名设计师科济
连柯.娜塔莉亚.叶弗列莫夫娜和日本著名的
主题公园设计师宫岛修二联手设计，共定
制33块强化玻璃，遍布酒店各功能区：游客
用餐时，可以从脚下俯视北极熊；入住任一
个房间，都可以看到北极熊；游览景区，还

可以观赏到北极熊。简直就是享受24小时
有北极熊陪伴的“极地时光”。

很多游客表示，见过白天的北极熊，但
是不知道晚上的它们是什么样子，很期待！

目前，北极熊酒店的内部装饰已接近
尾声，将与哈尔滨极地公园在冰雪节期间
同步开业，迎接广大游客。

极地时光 24小时有熊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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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记者薛宏莉）这个冰雪季，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
厅以“冰雪之冠·童话龙江”为主题，策划推出15个冰雪旅游必到
必游点、10大冰雪主题玩法、“一城四线”5条冰雪旅游线路以及
十大冬季旅游节庆，为市民、游客
呈现精美绝伦的冰雪童话世界。
在这趟“童话之旅”中，还有一群
萌萌哒、甚是可爱的“神兽”等着
与你相遇，绝对都是实力圈粉！

傻狍仔
看！傻狍子在雪地里蹦

蹦跳跳，连耳朵尖都洋溢着快
乐。好奇也是它们的标签，大
大的眼睛里充满了疑惑，仿佛
在说“干啥呢？”这个冰雪季，
他们还化身成了亚布力超级
IP“狍仔”，亮相滑雪节、“快
闪”冰城。

东北虎
作为黑龙江的旅游吉祥

物，“爽爽虎”很忙！而它的兄
弟们东北虎在干啥呢？忙着
干饭呗！别管雪多大，东北虎
永远奔波在吃饭第一线。

“淘学企鹅”
要说见多识广，哈尔滨极

地馆的淘学企鹅可是当仁不
让，“走南闯北”上过学，不仅
有才艺，还交了不少动物朋
友。前不久，它已开启今冬的

“打卡”之旅，第一站来到将在
冰雪季期间开园的哈尔滨极
地公园，接下来还将领着它的
小分队打卡哈尔滨知名冰雪
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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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爱的大熊猫
作为可爱的代言人，生活

在亚布力熊猫馆的“佑佑”和
“思嘉”可谓是玩雪吃饭两不
误，每一个动作都是可爱暴击。

美丽的丹顶鹤
丹顶鹤们贯彻着同一个

“精神”，展示成双成对的美
丽。这个冬天，它们很忙，齐
齐哈尔以世界奇观“雪地观
鹤”为主线，推出了“首届雪地
观鹤节”，还有“我与小鹤做朋
友”亲子旅游活动等，让丹顶
鹤们圈粉不断。

最北精灵驯鹿
它是白桦林里的精灵，有

着童话故事里的美貌，带人走
进梦幻的世界。在神州北极漠
河就能乘坐驯鹿雪橇，体验“冰
雪之冠·梦幻北极”的惬意。

神
兽

将于冰雪节期间
正式营业

冰雪游乐、民俗展示、“北”字文化……

北极漠河冰雪大观园开园
解锁今冬 欢乐冰雪季最北最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