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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养老公司
招自理、半自理卧床老人，吃的好，住的
好，玩的好，照护好，交通便利，配套齐全，
药店、洗衣房、食堂、护士站、老年大学、
琴棋书画特色班、24小时热水、冰箱、互
动电视、无线网络等。哈西红星城3号楼
电话:0451-51025111/13936510333
乘坐57.58.82路区间车直达

百业信息
龙鹏商务咨询服务中心
婚恋挽回过错 代理疑难执行案件 疑难事务纠纷代理
电话19523247447

以下所有刊登的相关信息，仅提供咨询，如有
交易请慎重并到相关部门核实证件，否则后果自
负，本报不承担任何责任，投资有风险需谨慎。

信用卡信用卡
各类疑难贷款
房产抵押贷款
无抵押贷款

(以上正规银行放款）

贷
款
电话:15303605373咨

询

业务办理电话
89682777
15504651777

声明
通知

注销
寻人

佳木斯高新技术创新创业孵化平
台（精细化工孵化加速平台）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公示
佳木斯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于佳木

斯市桦川经济开发区桦西工业园新建佳
木斯高新技术创新创业孵化平台（精细化
工孵化加速平台）项目，年产50吨阿巴卡
韦、年产400吨普瑞巴林、年产2吨紫杉
醇、年产0.2吨多西他赛、年产0.5吨科立
内酯/年产0.5吨 10-DAB项目。向公众
征求意见，详见 http://dwz.date/d9Aa 和
http://dwz.date/aEc7，可以信函、电子邮
件或其他方式，向建设单位、环境影响评
价机构或者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交
书面意见。联系方式：建设单位联系人：
李主任，联系电话：0453-8366115。环评
单位：李工，联系电话0451-82334693。

丢失声明
★ 文娜不慎将文职干部证遗
失，证号：武字第9382625。

特此声明

★ 本人梁雪，不慎将黑龙江
新松鸿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
具的会展城上城二期9号楼一单
元1701室的房差票据丢失。签
约日期：2016年 4月 2日，票据
号：0043076，收据金额：140元，
大写金额：壹佰肆拾元。

特此声明丢失

★ 哈尔滨维也纳小区6号楼
2单元702室房主朱广森的购房
三联单丢失，金额：150000元。

特此声明作废

★ 石少非不慎将哈尔滨亚麻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据的收
据丢失，票据号：0000544，开票
日期：2013年11月30日，金额：
360532元，房款：D栋—3312。

特此声明作废

★ 哈尔滨盛澳高科技农业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注 册 号 ：
230102100208258，不慎将财务
章丢失。

特此声明作废

★ 哈尔滨铁发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开具给田立夫的销售不
动产统一发票（自开），发票号：
00047716， 发 票 代 码 ：
223000891014，金额：153000
元。丢失，作废。

特此声明

★ 朱庆之，不慎将座落于哈
尔滨市巴彦县华融名苑小区3
号楼11号车库的购房合同和购
房 三 联 单 丢 失 ，合 同 号 为 ：
2010-155号。

特此声明作废

解除商品房预定书通知书
尊敬的柳旭：

2020年10月31日您与我公司签订
《商品房预定书》，认购我公司开发建设
的深哈·万科城项目9号地2号楼1单
元 1601 号房，并已支付定金人民币
30000元。

根据《商品房预定书》的约定，您应在
2020年12月05日前应向我公司支付购
房款1580978元，并与我公司签订《商品
房买卖合同》。截至本通知书发出之日，
《商品房预定书》约定的付款与签约期限
已届满，但您至今仍未办理前述付款和
签约事宜，您的行为已构成违约。

现我公司正式通知您：我公司决定解
除双方签订的《商品房预定书》，您所交
的定金不予退还，同时我公司有权将房
屋另行销售。

特此通知。
哈尔滨深哈产业园产城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
2020年12月14日

声 明
本 人 李 秀 龙 ，身 份 证 号

232324198602056350，在香坊区巴安里街
有住房一处于2020年11月17日搬迁，搬迁
验收房屋喷号：A3-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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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45665009。

声明人：李秀龙
2020年12月18日

因用工单位资金链断裂，暂时难以
解决欠薪案件的，哈尔滨新区管委会将
启动农民工保障金予以支付。保障金

账户不足的，启用政府应急周转金，先
行垫付部分工资或基本生活费，给予被
拖欠工资的农民工必要的生活救助。

哈尔滨新区江北一体发展区

农民工遇欠薪可去这个援助中心

欠薪问题事实清晰的讨薪案件

生活报 17 日讯（实习生郝天朔
记者黄迎峰文/摄）17日8时10分，
随着哈尔滨市桦树二期棚改项目第
一套回迁安置房的产生，该项目居
民选号进户工作正式开始，3250户
将喜迁新居。作为全市重点棚户区
改造项目—桦树二期棚改项目的回
迁安置小区，桦树小区是全市近年
来工程建设体量最大、回迁安置居
民户数最多的回迁安置小区，计划
安置回迁居民3000余户。

道外区委常委、副区长杜平向
记者介绍，为了更好地把选号工作
做好，区委区政府专门成立了服务
保障组，抽调各部门的同志为居民

们详细解释有关政策。此次选号共
把8栋回迁楼全部公开，以确保此次
选号的公开透明、公平公正，让大家
都选到心仪的好房子。

在现场，回迁居民王先生高兴
地对生活报记者说，在搬迁之前他
们一家挤在桦树街北侧“拐把子”楼
里20年，一屋一厨22平方米，没有
上下水，没有暖气，没有煤气管道，
常年没有阳光，生活真的没有质量
可言。但是当天面对记者，他洋溢
着满脸的幸福：“我们经过12年的等
待终于住到了新房子！我们这次选
了三面朝阳的房子，有60平方米！
生活质量总算提升了！”

哈尔滨市桦树二期棚改项目

昨开始回迁选号
3250户将喜迁新居

生活报讯（记者吕晓艳）记者从省教
育厅获悉，12月10日，2021年度征兵网
络报名正式开始。这是首次开展一年两
次征兵，男兵上半年应征报名时间：2020
年12月10日-2021年2月20日，下半年
应征报名时间：2021年4月1日-2021年
8月15日；女兵上半年应征报名时间：
2020年12月10日-2021年2月15日18
时，下半年应征报名时间：2021年6月26

日-2021年8月15日18时。
根据大学毕业生参军入伍优待政

策，全省每年拿出符合条件退役大学生
士兵人数10%左右的公务员岗位，定向
招收退役大学生士兵；各事业单位、国
有企业每年拿出不低于录（聘）用计划
10%的名额招收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大
学生士兵退役后，参加事业单位招考的
笔试成绩加5-15分。

2021年度征兵网报开始 退伍大学生有优待政策

公务员定向招收 考事业单位笔试加分

生活报讯（记者王萌）17日，据省
纪委监委消息，经黑龙江省委批准，黑
龙江省纪委监委对绥化市委原常委、
统战部部长路百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
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路百胜违反政治纪律，与他
人串供，对抗组织审查；违反组织纪
律，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反
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金，违规从事营
利活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及职权或
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在工程
承揽、资金拨付等方面谋取利益，非法
收受巨额财物，涉嫌受贿犯罪。

路百胜身为党员领导干部，毫无
宗旨意识，背离初心使命，目无党纪国

法，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为政不清，为
官不廉，亦官亦商，与私营企业主沆瀣
一气，大搞权钱交易。其行为已严重
违纪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
十八大后乃至党的十九大后仍不收
敛、不收手，顶风违纪违法，性质严重，
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
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
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
政务处分法》有关规定，经省纪委常委
会会议研究并报省委批准，决定给予
路百胜开除党籍处分；由省监委给予
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
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
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随案移送。

绥化市委原常委、统战部部长路百胜
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生活报讯（实习生郝天朔 记者黄迎峰）17日上午，哈尔滨新区江北一体发
展区建设领域治欠保支服务保障中心、哈尔滨新区江北一体发展区建设领域治
欠保支法律援助中心揭牌，为农民工欠薪问题提供“一站式”服务，是哈尔滨市首
家集中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治保中心。

即日起，新区住建、信访、公安、执法等8个相关部门将相互协调、集中办公，
“一站式”解决农民工讨薪难问题。对于相关问题，工作人员会进行初始登记，并
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对号入座”，按照三类突出问题分别开展工作。

由劳动仲裁部门和法律援助中心
依据案件具体情况，提供免费仲裁和

法律援助服务，帮助农民工依法明晰
案件事实，解决劳动争议。

事实不清晰或存在争议的讨薪案件

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由公安
机关及时介入，简化程序、快速立案，及

时控制犯罪嫌疑人、查封冻结涉案财物，
有效防范欠薪逃匿和转移财产等行为。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或欠薪责任人逃匿的讨薪案件

3D第20299期964

p62第20284期 003162+022选5第20284期09 12 14 17 21

双色球第20128期 08 10 15 16 23 26+10
福彩

体彩
排列5 第20298期29027排列3 第20298期290

生活报讯（记者周琳）17
日，记者从省政府获悉，为了强
化加油站日常安全管理，整治习
惯性违章作业行为和危化品经
营许可证过期等安全问题，省应
急管理厅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
加油站日常安全管理的通知》，
将对屡禁不止的依法依规严肃处
理。

据悉，根据《加油站作业安全
规范》相关规定，加油作业区应禁
止使用手机，不得使用手机接打
电话、扫码、拍照、浏览网页、观看

视频等，当出现上述行为时，加油
站工作人员应立即制止，如需手
机扫码付款，应到加油站办公区
域内进行。加油站应在危险化学
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满 3 个月
前，向发证机关提出延期申请，确
保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在有效
期限内，严禁无证或超期经营。

通知强调，自助加油机仅限
于给车辆加油，提供自助加油
服务的加油站，自助加油机应
安装消除人体静电装置、张贴
加油操作说明、设置音频提示

系统，加油枪应具备跌落自动
停止加油作业功能；在自助加
油现场，加油站应安排专人进
行监护，提示客户规范加油。
加油岛附近摆放货物商品应适
量，规范管理各类货物商品，避
免堆放过高导致坍塌而引起安
全事故，同时确保加油岛附近
道路畅通，方便车辆通行。

此外，加油站应定期组织灭
火器、灭火毯、消防沙等消防设
备设施检查，确保油罐液位计、
油罐（管线）防渗漏在线监测设

备完好投用，加油站防雷防静电
接地装置完好，防雷防静电检测
证书在有效期内，防雷防静电检
测结果合格。禁止直接向塑料
等绝缘容器内加注油料，销售散
装汽油应实行实名制，应建立散
装汽油销售记录，登记时间、数
量、身份信息、联系方式等。加
油站应在指定位置设置安全标
识，并在明显位置张贴、悬挂禁
止使用手机的警示标识或警示
牌，提醒工作人员和进站顾客注
意安全。

我省规范加油站安全管理 工作人员和司机都要注意了

加油区禁打电话扫码看视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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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比三家 12月17日价格表 每周五刊发
哈市发改委授权 独家发布

注计价单位：元

（1）五得利；（2）鲁花大豆油；
（3）金龙鱼河套平源雪花粉1kg；（4）
雕牌生姜洗洁精；（5）白猫（柠檬超
洁）；（6）黑人专研美白清新；(7)香满
园雪花饺子粉；（8）龙丹益生宝3段
听装奶粉；（9）促销价；（10）三级；
（11）双汇；（12）伊利金领冠三段听；
（13）伊利学生奶粉；（14）雪花啤酒；
（15）上品精制料酒；（16）瓷感白冬
青薄荷140g；（17）1.55kg/袋；（18）
唯尔美；(19)哈肉联；（20）700g/只；
（21）100g*5袋；（22）康师傅红烧牛
肉面；(23)哈尔信；(24)五得利五星
金特精粉5kg；(25)雀巢3段奶粉；
（26）哈肉联；(27)清雅茉莉；（28）
700g；(29)金龙鱼长粒香东北大米
5kg；（30）117g*5袋；（31）伊利纯牛
奶；（32）240ml；（33）厨邦料酒；(34)
东古海鲜酱油500ml；(35)沈之源；
（36）碧浪专业去渍无磷洗衣粉自然
清新型；(37)维达蓝色经典纸200；
（38）舒洁加香手帕；（39）海飞丝新
生清爽控油型去屑洗发露200ml；
（40）维达超韧系列140*10卷；(41)
250ml；（42）含怡绵白糖。

规格

500g
5kg
5kg
5kg
109g
102g
116g
5L
5L
5L
5L
5L
500g
500g
500g
500g
500g
500g
500g
900g
900g
900g
240ml
227ml
242ml
500ml
500ml
100g
450g
485ml
600g
330ml
596ml
140g
130g
120g
200ml
400ml
200ml
125g
100g
252g
226g
1700g
1638kg
500g
500g
140g*10卷
180g*10卷
10包

品种

散装大米
福临门大米
廊雪雪花粉
古船水饺粉
康师傅红烧牛肉面
东三福红烧牛肉面
今麦郎上汤排骨面
九三三级豆油
九三一级豆油
鲁花5s压榨一级花生油
福临门大豆油
金龙鱼调和油
腰盘
精瘦肉
腰盘
精瘦肉
散鸡蛋
雪莲白条鸡
三黄鸡
多美滋金装多乐加1段
龙丹益生宝1段
完达山1段奶粉
完达山纯牛奶
龙丹纯牛奶
蒙牛纯牛奶（小枕）
正阳河料酒
东古一品鲜酱油
太太乐鸡精
厨大妈白砂糖
玉泉方瓶42度
哈啤1900
哈啤小麦王
娃哈哈纯净水
佳洁士（防蛀修护）
中华（芦荟水晶原萃）
高露洁360°
海飞丝（去屑洗发露）
飘柔（长效清爽去屑）
潘婷丝质顺滑
舒肤佳（纯白清香型）
玉兰油深度滋润
雕牌高效洗衣皂
奥妙（99洗衣皂）
碧浪（新卫士）
雕牌（超效加酶42kg）
立白（生姜）
奇强（柠檬超洁）
心相印特柔3层
唯洁雅
心相印三层手帕纸

比优特顾乡店

1.99
39.90（29）
29.90（3）
19.90（24）
11.50

49.90

65.00

3.89

25.00

2.60（41）
2.80（41）
2.50

7.50（34）

26.90
26.90（39）

19.90

家乐福乐松店

2.10
37.90

11.50（21）
6.20（30）

56.90
59.90
162.90
41.90（10）
69.90
24.90
22.80

3.79

19.80

248.00
2.20

2.50（32）
5.40（15)
7.90
5.50

37.60
7.40
2.90
1.40
9.90

14.10
30.40
22.30
21.00
6.00
9.30

15.10

28.60

6.00

中央商城

12.50

49.90
52.90
149.90

70.50

30.90(26)

198.00

228.00
2.50
2.50
2.50

10.50
5.00
7.20
34.80
7.20
1.90
1.50
12.90

26.50

20.90
4.90
8.50
5.90
4.60
22.50

5.50

27.90

7.90（38）

大润发开发区

14.50

63.90
63.90
153.90
59.60
59.40

248.00

2.50

8.70

27.70
7.30
2.80
1.50

21.90

6.00

21.50
15.40
5.50

6.90

大润发松北店

2.90

24.80
20.90（7）
12.50

3.50（22）
63.90
63.90
153.90
48.00
79.90

34.90(11)
27.90(11)
3.90

31.90（35）

2.30
2.50（31）

7.30(33)
8.70
5.50
6.00（42）
27.70
8.00（14）
2.60（14）
2.00

4.50

27.90
21.90
21.00

9.40
3.60
3.85
21.50
15.50
4.20
4.00（5）
30.10
28.00（40）
6.70

2.10
37.90

12.30（21）
6.50（30）

56.90
59.90
162.90
41.90（10）
69.90
23.90
22.80

3.79

19.80

248.00
2.20

2.50（32）
5.40（15)
8.70
5.50

37.60
7.40
2.90
1.50
9.90

14.10（29）
30.40
22.30
21.00
6.00
9.30

15.10

28.60

6.00

家乐福永平店

原安达站的白色小二楼原安达站的白色小二楼

﹃
小
白
楼
﹄
的

赵富
过去,在安达站欧式风格的

建筑群中，顺临铁路紧挨原车站
出口南侧，矗立着一栋很显眼的
白色小二楼，这便是驰名的“老站
长室”,人们习惯称之“小白楼”。

“小白楼”是沙俄修建中东铁
路时，于1901年落成的铁路附属
建筑物。高9.5米，长24米，总面
积为355平方米。砖木结构，红
砖墙体，毛石基础，起脊铁皮屋
盖，窄长形窗户，门前木制雨搭，
外墙和突出门窗口边框过梁及高
间墙采用砖砌花饰。建筑左侧为
一层，右侧为二层。房顶中央有
一座高出房顶约1.5米的俄式木
质瞭望塔。二层楼中间用腰线相
连，底层砌石块装饰，呈现粗犷稳
定气势，含有文艺复兴建筑元
素。室内的俄式木质扶手和铁质
楼梯，庄重典雅，美观大方，凸显
俄式风格。整体建筑造形美轮美
奂，平面自由伸展，形体变化丰
富。墙面、檐口及窗楣上的花饰
极富俄罗斯民族特色，加之俄式
建筑惯用的红色屋顶、米黄色墙
面、白色点缀等格调，烘托出一种
亲切温馨的舒适氛围。

年过百岁的“小白楼”，像位
百岁的老人，拎着百岁的灯盏，见
证百岁的中东铁路历史变迁。它
与中东铁路一同诞生，经历一个
世纪的风剥雨蚀，其欧式风姿愈
显深沉厚重；那木棂窗前的灯光，
忽暗忽明，忽缩忽伸，聆听着沿线
排山倒海的呼啸和抑扬顿挫的汽
笛声；那闪烁的光束，时长时短，
时而拉抻铁轨的岁月，时而推近
时光的距离；那明亮的白炽灯，又
似一只纯静如水的眸子，深情地
注视着那铁路深处渐行渐远的悲
喜炎凉。

中东铁路，是沙俄在中国为
掠夺财富、侵略经济和控制远东
而修建在我国领土上的一条铁
路，同时也是我国独一无二的完
整体现20世纪早期工业化、近代
化进程的实物例证。初称为中国
东省铁路，亦称东清铁路、东省铁
路，简称中东铁路。（网上核实准
确表述）此路西起满州里，中经哈
尔滨，东出绥芬河，与俄罗斯后贝

加尔铁路及南乌苏里铁路两面首
尾相接；支线由哈尔滨经长春抵
大连。全路呈“丁”字形，长2437
公里。于1897年8月动工兴建，
1903年2月全线竣工通车。其中
中东铁路西线安达站路段于
1900年4月开始铺轨，1901年安
达站站长室、乘务员公寓、员工食
堂、医院(卫生所)、俱乐部等房舍
动工兴建，1903 年安达站候车
室、货物处建成交付使用，同年7
月 14日安达站正式投入营运。
安达站设立后，沙俄向铁路两侧
扩展土地，并在安达站驻扎俄国
铁路守备队第三十六支队。

“小白楼“的灯光，似一组组
长长的镜头，拍摄下安达系列的
历史大片。光阴似箭,时过境
迁。记得很多年前，“小白楼”便
不是“站长室”了，改为其他用
房。但人们还习惯叫它站长室。
不过，前边加个“老”字，叫“老站
长室”。一个“老”字，彰显年龄、
阅历、厚重、沧桑。老站长室的璀
璨灯光，穿透蹉跎岁月的年轮。
那具有极高艺术价值、审美价值
及历史价值的“小白楼”，虽然沐
风浴雨有些老态龙钟，但还是能
让人一眼猜到“老者”年轻时的青
春风釆。

当时光迈入21世纪、高铁像
道彩虹横空问世时，“小白楼”便
不得不闪烁出几分无奈的光芒。
当时，“小白楼”被定为平移保护
的历史建筑之一。采用国内首次
冰轨平移技术，并于2013年1月
17日10时位移成功及2月4日最
后就位。平移冰面4000多平方
米，距离240米，途中90度旋转。
一座具有110年历史的俄式小白
楼（老站长室），“五花大绑”地慷
慨“让位”给新建的高铁“安达站”
了。

今天，“小白楼”移位在安达
站广场前东北角上，外貌仍保持
其原本的历史形象和风格，可或
多或少地失去了往昔的风光和神
韵，孤单单地站立在那儿，略显几
分孤独、寂静和失落。而那束穿
透“小白楼”身世的灯光，却伴着
呼啸奔驰的高铁列车，抻长了安
达人心中的遥远记忆。

灯
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