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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实习生 郝天朔 记
者 黄迎峰）11月24日，双鸭山市公
安局尖山分局接到报警称有人打架
斗殴，警方赶到后两人扭打在一
起，其中一男子一怒之下一拳打掉
对方两颗牙齿，被警方依法刑事拘
留。

11月24日，双鸭山市公安局尖
山分局接到群众报警，称在尖山区
某农贸市场内有人正在打架。接到
报警后，值班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只
见两名男子扭打在一起，地面杂乱

不堪，民警立即上前将二人分开并
传唤至公安机关。

经警方了解，受害人王某野曾
是朴某饼铺员工，平时只负责烙饼，
曾在闲暇时间偷看制饼秘方被朴某
发现过，朴某也并未多想。不久，王
某野便辞职不干了，近日朴某在隔
壁饼铺发现了王某野的身影，经询
问王某野竟跳槽到了隔壁饼铺工
作。朴某很是愤怒，前去与王某野
理论引发争执，一拳将王某野两颗
牙齿打落。

员工偷看制饼秘方后
跳槽到隔壁饼铺
老板一怒打掉两颗牙
涉事老板被刑拘

生活报讯(实习生 郝天朔 记者 黄
迎峰)10日，哈市交警呼兰大队联合呼
兰公安分局禁毒大队对路面行驶车辆酒
驾、醉驾、毒驾等问题开展联合行动，在
检查过程中，成功抓获一名毒驾司机。

12月10日，交警和禁毒民警在辖
区开展联合执法检查过程中，一辆银色
捷达车纳入民警视线。该车见到检查
民警时，不但未停车，反而加大油门掉
头欲逃离，行迹十分可疑。此时，现场
民警立即通过对讲机请求相关警力支
援，经工作及时将该车辆截停，并控制

了驾驶人。出乎现场民警的意料，经过
酒精检测仪检测，驾驶人并未饮酒。此
时，呼兰公安分局禁毒大队的民警出于
职业敏感，立即对车辆进行搜查，最终
从该车后备箱内搜出一套吸食冰毒所
用的工具，随后又在车内手扶箱内搜出
毒品冰毒0.7克，经对该驾驶人进行尿
检，检测结果呈阳性。

据该人供述，其驾驶车辆到达检查
点时，因害怕被民警发现吸毒，所以驾
车企图逃跑。目前，该人已被公安机关
行政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滴酒未沾遇交警却逃离 一查竟是毒驾

生活报讯（记者 栾德谦）18日，记者从黑龙江高院和黑龙江省林区中院联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多起严惩
非法狩猎犯罪案例。在一起案例中，被告人非法捕杀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紫貂25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黑熊1只，被
告孙某犯非法捕猎、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并处罚金20万元。

生活报讯（实习生 郝天朔 记者
于海霞）靠着高利率的噱头，面向社
会公众吸收存款，最终无法兑付。
近日，双鸭山市公安局尖山分局成
功破获一起特大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案，抓获犯罪嫌疑人9人，涉案金额
1.2亿。

据了解，今年以来，双鸭山市公
安局尖山分局陆续接到群众报案，
在某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双鸭山
分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未兑付。尖
山分局立即成立专案组，对案件进
行跟踪研判，全力开展侦查工作。

经侦查发现，该公司在明知没
有经营金融产品资质，未经中国人

民银行许可的情况下，以线上线下
方式，代理销售各种理财项目，向双
鸭山不特定人群销售理财产品，有
重大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嫌疑。

经过精心谋划，10月20日，专
案组将吕某某等7名犯罪嫌疑人成
功抓获，迫于警方的缉捕压力，剩余
2名犯罪嫌疑人于11月25日在家
属的劝解下投案自首。经审讯，吕
某某等9人对其利用某金融信息服
务有限公司双鸭山分公司非法吸收
公众存款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吕某某等9名犯罪嫌疑人
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
在进一步侦办中。

销售理财产品不兑付
双鸭山9人被抓涉案1.2亿

生活报讯（实习生 郝天朔 记者 黄
迎峰）哈尔滨市公安局禁毒支队于11月
22日和27日连续破获两起毒品案件，
共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18名，查处吸毒
违法人员28人，缴获毒品260克，扣押
毒资21.5万元人民币。

11月20日，哈尔滨市公安局禁毒
支队获知线索：辖区一名在册吸毒人员
涉嫌零包贩卖毒品。侦查员经过一个
月的缜密侦查，成功锁定以许某和司某
两人为首的零包吸贩毒团伙。10月22
日，禁毒支队组织相关县区公安机关展
开集中行动，抓获涉毒犯罪嫌疑人6名，

查处吸毒违法人员10名。
11月27日凌晨，哈尔滨市公安局

禁毒支队引领五常市公安局禁毒大队
在哈市和吉林榆树市两地同步开展抓
捕工作，将侦办两个多月的贩毒案件主
要犯罪嫌疑人姜某和周某抓获，现场查
获毒品冰毒 71.72 克，扣押毒资现金
21.5万元人民币，随后又抓获该团伙其
他犯罪嫌疑人10名，查处吸毒违法人员
18名，其中3人被决定强制隔离戒毒，
共缴获毒品260克。

目前，两起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
中。

冰城警方连续破获两起毒品案件

查处吸毒违法人员28人 缴获毒品260克

2016年10月至2017年3月，被
告人孙某擅自在某林业局禁猎区域
内，采用设套子、夹子等方式，非法捕
猎、杀害黑熊1只；杀害紫貂25只、松
鼠3只、野猪4头。

2017年3月期间，孙某被公安机
关抓获。在案发后，公安机关在孙某
处查获4只熊掌及熊胆、紫貂和松鼠
皮、部分野猪肉、野猪蹄。经鉴定，紫
貂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黑熊为
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

据了解，庭审中，被告人孙某曾辩
称：其不知紫貂、黑熊为国家保护动
物。本想下套套野猪，不想套住了一
只熊。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孙某非
法捕杀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
生动物，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触犯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

一条之规定，当以非法捕猎、杀害珍
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追究其刑事责
任。依法判决被告人孙某犯非法捕
猎、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
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
十万元。

据介绍，本案是非法猎捕、杀害珍
贵、濒危野生动物情节特别严重的典
型案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
款第（一）项的规定，非法猎捕紫貂4
只即属于情节特别严重标准。本案
中，孙某非法猎捕、杀害国家一级保护
野生动物紫貂25只、国家二级保护野
生动物黑熊1只，情节特别严重，主观
恶性深，社会危害性大，法院依法判处
被告人孙某有期徒刑十四年。

非法捕杀黑熊1只紫貂25只

记者了解到，2019年以来，黑
龙江法院一审审结非法猎捕、杀
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和非法收
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
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犯罪
及非法狩猎犯罪案件291件，判处
罪犯369人。审结的案件中，涉案
野生动物有东北虎等18种国家一
级保护野生动物，马鹿等23种国
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野猪等12
种“三有”野生动物。

据了解，黑龙江法院认真贯
彻落实《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
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的决定》，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一审审结破坏野生动物资源
犯罪案件39件47人，坚决维护社
会安全稳定。2019年以来，全省
法院开展司法生态修复工作的涉
野生动物犯罪案件86件，收缴生
态修复赔偿金98万余元，一定程
度上弥补了因猎捕、杀害野生动
物给国家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造
成的损失。为革除滥食野生动物
陋习，倡导绿色文明健康的饮食
观，黑龙江高院指导全省法院通过
集中宣判、案件庭审直播、裁判文
书上网，利用媒体和微博微信推行
以案说法等多渠道开展法治宣传，
提高群众保护野生动物意识。

近两年一审审结涉濒危野生动物案291件
判处罪犯369人

进户日期

12月24日

12月25日

12月26日

进户时间

8:00-12:00

13:00-17:00

8:00-12:00

13:00-17:00

8:00-12:00

13:00-17:00

进户楼号

6#楼

6#楼

6#楼

6#楼/7#楼

7#楼

7#楼

宝宇·天邑环球港B区进户通知
尊敬的宝宇·天邑环球港B区业主：您好！

宝宇·天邑环球港B区将于2020年12月24日起办理进户手续，请您携带以下材
料，办理进户手续。

1、《进户通知书》
2、业主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一张，家庭全部成员身份证复印件各一张
3、全额购房款收据原件、《商品房买卖合同》或房屋认购协议书（原件）
4、业主及家庭全部成员近期一寸彩照每人各一张
5、如非业主本人办理进户手续，请携带代办人的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并同时签订

《代办进户声明承诺书》
进户办理地点：宝宇·天邑环球港B区6#、7#楼大堂
进户通知书及缴费通知单事宜请咨询：0451-51643480 / 4001756888
物业方面事宜请咨询：0451-57697799 / 82697799
请您收到本通知后，按本通知的规定时间，亲临项目现场办理该套房屋的进户手续。各楼栋具体进户安排以置业顾问电话通知为

准。特此通知。
黑龙江宝宇天邑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擅入林业局禁猎区

非法捕杀黑熊、紫貂
一男子获刑 14年罚款2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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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电话咨询电话：：400400--697697--78907890 04510451--5182569751825697
药店地址药店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通达街哈尔滨市南岗区通达街151151号号

皖械广审(文)第 221124-01262号 广告

足部经络交汇，有“第二心脏”之称，足

跟一旦受损，则痛在足跟，累及全身。足跟

疼痛一般不红不肿，但是行走不便，是由于

跟骨刺、滑囊炎、筋膜炎、足腱炎、足垫炎、

腱鞘炎等引起的，在早上起床和久坐起身

时最为严重。

足跟疼痛、跟骨刺有了妙招，【跟舒宁】
牌足跟型医用冷敷贴运用现代理疗技术，

贴敷足跟痛部位，持久作用。通过在体表

贴敷，作用于皮下组织，靶向渗透，使用简

单方便。建议使用5盒为一周期，使用期

间注意减少活动量，穿软底鞋，一定要注意

保暖，以免加重症状，影响恢复。【跟舒宁】
牌足跟型医用冷敷贴祝您走路轻松，生活

幸福，能跑能跳，健康如常。

【跟舒宁】牌足跟型医用冷敷贴适用于

人体足跟部由于跟骨刺、滑囊炎、筋膜炎、

足腱炎、足垫炎、腱鞘炎等引起的足跟疼

痛、肿胀、行走不便等不适症的缓解和冷敷

理疗。

足跟疼痛 跟骨刺 有妙招

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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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父亲牛久亮与母亲宋丽荣
因保管不善遗失女儿牛茉萱
2015年1月31日出生于黑龙江
省商业职工医院（现更名为黑龙
江省老年病医院）的出生医学证
明，编号：O230164172。

声明作废

丢失声明

声明作废
★ 黑龙江航远贸易有限公司
不慎将银行预留印鉴名章丢失，
开户银行：龙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哈 尔 滨 香 江 支 行 ，账 号 ：
20050120000000566。

特此声明作废

★ 侯锦梅将桦树二期搬迁验
收单第939号丢失，房屋位置道
外区南工业二道街27号。

特此声明作废

业务办理电话
89682777
15504651777

声明
通知

注销
寻人

声 明
本 人 张 宏 ， 身 份 证 号

230102196912070748，在香坊区巴安里街
9号有住房一处于2020年11月17日搬迁，
搬迁验收房屋喷号：A4-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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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4634376。

声明人：张宏
2020年12月19日

征 婚
女，52岁，164cm，离婚，

公务员，形象好气质佳，随和
善良，经济条件好，有二套住
房，寻人好有修养，真心成家
的 男 士 ，其 它 随 缘 。
15545190958

个人征婚
女，65岁，163cm，丧偶，

企业退休，有房，本人品貌好，
健康，没负担，寻75岁以下有
缘 人 共 度 一 生 。
13045178137

个人征婚
男，48岁，175cm，离异无

子女，大本，省金融单位高管，
高级职称，经济条件优越，独
居百米住房，经济基础雄厚，
本人品貌好，没有不良嗜好，
真心寻一位45岁以下的有缘
女士为伴侣，未婚未育优先，
职业不限。15545190958

征 婚
男，62岁，176cm，丧偶，

退休公务员，月薪7千多，本人
健康年轻，性格随和，重情爱
家，经济条件优越，房产多套，
现寻一位健康人品好，有缘分
的 女 士 为 伴 侣 。
15545190958

★ 国营松江胶合板厂工会委
员会遗失银行预留印鉴原法人
名章（丁亚双）一枚，开户行：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
滨 农 垦 支 行 ，账 号 ：
3500060109008954116。

特此声明作废

针对全装修房的质量，征求意见
稿中规定，在交房时购房者可依照个
人意愿与开发建设单位通过合同约
定，委托第三方验房机构对新建工程
住宅全装修进行质量鉴定。开发建
设单位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检
测机构按规定对住宅全装修项目进
行室内环境检测，符合标准后方可交
付使用，检测费用计入开发建设单位
的开发建设成本。《住宅质量保证书》
中应当对成品住宅全装修工程的质
量保修期限作出明确承诺。

新建工程住宅全装修项目在预售
时应当提供装修方案，采用菜单式装
修模式，装修菜单应当包括高中低档
装修方式。开发建设单位应当就不同
设计菜单方案建设相应的样板间，样
板间的装修质量应当与新建工程住宅
全装修成品住宅保持一致，其使用的
材料、部品、设备等应当符合购房合同
约定，并保留至交房后六个月。

装修房质量
购房者可委托第三方鉴定

生 活 报 18 日 讯
（记者栾德谦）记者从
哈尔滨太阳岛国际雪
雕艺术博览会组委会
获悉，12月 18 日，第
21届黑龙江省雪雕比
赛经过4天激烈角逐，
在太阳岛雪博会园区
落幕，牡丹江根基艺峰
队作品《同生命共抗
疫》荣获一等奖。据了
解，来自黑龙江省内的
15支队伍参加了本届
雪雕比赛。

生活报讯（实习生王一 记者何兴
丽）记者从省气象台获悉，我省大部
地区都有不同程度的升温，北部呼中
和呼玛升温幅度达到10℃以上。

最近影响我省的强冷空气渐行渐
远，冰封大地的寒意，也有所改善。本
周末一直到下周初，天气平静降雪稀
少，将保持晴朗干燥的天气格局，多数
地方气温也会在波动当中回升。这轮
升温会从20日持续到22日，到时候气

温将会从偏低的局面，转为接近常年
同期或偏高。未来几天，哈尔滨市无
论是最高气温还是最低气温，都将大
幅度回升，最高气温在-10℃左右。
到下周初，虽然还是冷，但已经不是严
寒的感受了。

气温回升就给雾和霾钻了空子，
19-22日我省中南部地区，大气扩散
气象条件一般，部分地区有雾或霾，出
行注意交通安全，燃煤取暖注意通风。

冷空气周末“串休”我省多地升温

生活报讯（实习生王一 记者李威
兵）18日，记者从省生态环境部门获
悉，未来七天我省大部分地区空气质
量以优良为主，22、23日哈尔滨、绥化
等地区将有轻度污染。

19日-21日，全省大部分地区扩
散条件较好，其中哈尔滨、绥化扩散条
件一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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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要污染物为PM2.5和PM10。
12月22日-23日，全省大部分地

区扩散条件较好，其中哈尔滨、绥化扩
散条件较差，七台河、鸡西、牡丹江扩
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
哈尔滨、绥化空气质量以轻度-中度污
染为主，七台河、鸡西、牡丹江空气质
量以轻度污染为主，局地短时可能出
现中度及以上污染。首要污染物为
PM2.5和PM10。

22、23日两天 哈绥等五地有轻污染

生活报讯（记者李威兵）哈尔滨
气象台12月18日8时20分发布大风
蓝色预警信号，18日白天全市大部有
4到6级风，阵风7级，风力较大。哈
尔滨供电公司有序应对低温大风天
气，哈尔滨电网“防风御寒”措施有保
障。

哈尔滨供电公司发布大风蓝色
预警通知，公司组织工作人员迅速
行动应对新一轮降温天气，提前做

好设备运维与客户用电检查，应用
无人机、AR温控等智能化巡检设备
结合传统巡检开展输配变电网线路
监测，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持续低温大风影响电网设备稳定，
哈尔滨供电公司选派技术人员对辖区
内各个供热站点电源及用电设备进行
隐患排查，并全力确保党政军机关、防
疫部门、重点医院等重要用户可靠用
电。

无人机监测电网线路
哈尔滨电网“防风御寒”应对低温大风天气

哈尔滨规范“精装房”
高中低档装修可“点菜”

生活报18日讯（记者张立）承诺贴壁纸进户时变白墙；样板间品牌瓷砖进户变成杂牌……如今，哈尔滨很多楼盘都推出
了精装修房，因为拎包入住很方便，受到市民的欢迎，但没有规范的管理，也出现一些装修质量问题。对此，今日，记者哈尔滨
市政府获悉，《哈尔滨市新建工程住宅全装修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起草完毕，将对房产市场推出的住宅全装修房予以规范。

对于新建工程的全装修房，征求意
见稿中也规定了审查标准。其中，新建
工程住宅全装修项目建设应当符合工
程建设质量安全强制性标准，新建工程
住宅全装修工作统一纳入本市建筑市
场信用管理评价体系进行考核。国土
资源管理部门应当在招标拍卖挂牌公
告、文件和土地出让（划拨）合同中明确
新建工程住宅全装修面积比例要求。

开发建设单位在提交总体设计（初步设
计）文件等相关信息，审图机构应当对
实施新建工程住宅全装修单位工程（幢
号）、面积、比例等相关技术指标予以审
查。

哈尔滨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依据开发建设单位取得的规划手续
和施工图设计相关文件，在建筑工程
施工许可证备注栏内增加装修部分

内容，包括实施全装修住宅的单位工
程（幢号）、建筑面积、比例等信息。
新建工程住宅全装修项目未取得土
地、规划、建设审批手续，不符合预售
条件的，不予办理商品房预售手续；
未取得土地、规划、建设审批手续，未
办理竣工验收备案，不符合商品房现
售条件的，不予办理商品房现售备案
手续。

住宅项目须申报全装修房手续 否则不办理商品房预售

今后新建工程
推行住宅全装修

按照征求意见稿，为解决哈尔滨
市因二次装修产生大量建筑垃圾和随
意拆改建筑主体结构造成安全隐患的
问题，研究对哈尔滨市新建工程推行
住宅全装修。哈尔滨市住建部门起草
了《哈尔滨市新建工程住宅全装修管

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旨在推进哈尔
滨市新建工程住宅全装修工作，保证
新建工程住宅全装修项目的装修质量
和安全。

征求意见稿中明确了新建工程住
宅全装修的含义，是指住宅交付使用

前，所有功能空间的固定面和管线全部
铺装或粉刷完成，厨房和卫生间基本设
备全部安装到位，墙面、地面、门窗、灯
具铺设安装完毕，所用建筑材料、部品
符合安全、环保、节能要求，达到入住使
用条件。

哈尔滨市新建工程推行住宅全装修

太阳岛雪博会第21届黑龙江省雪雕比赛落幕

《同生命共抗疫》

一等奖作品一等奖作品《《同生命共抗疫同生命共抗疫》》宋运军宋运军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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