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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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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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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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通知

注销
寻人

★ 黑龙江海富装饰材料商场
蒙丽家具店公章，财务章，法人
名章丢失，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230102MA1BR5AQ6U，开
户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哈尔滨
开 发 支 行 ， 账 号
65070078801800000412。

特此声明作废

★ 哈尔滨市香坊区优视木门经
销部不慎将营业执照（正、副）本丢
失，注册号：230106601126879。

特此声明作废

★ 哈尔滨建设街鞋城4021
业主孙丽丽将抵押金10000元
票据丢失。

特此声明作废

★ 哈尔滨市道里区卓展打包
幸福蛋糕店不慎将食品经营许可
证正本丢失，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230102MA1BR6459N，许 可
证编号：JY22301020136559，法
定代表人：胡秀贝。

特此声明作废

★ 黑龙江农垦宝隆拍卖有限
公司，拍卖经营批准证书（正本）
不 慎 遗 失 ，证 书 编 号 为 ：
2300731100002003，发证时间
2011 年 2 月 25 日，有效期至
2021年2月24日，此证作废。

特此声明

声 明
本 人 王 忠 林 ，身 份 证 号

2301021962031537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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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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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36627366。

声明人：王忠林
2021年1月13日

声 明
本 人 姜 巧 梅 ，身 份 证 号

2301031965040336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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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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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45495666。

声明人：姜巧梅
2021年1月13日

★ 哈尔滨山河软件有限公司
遗失预留银行印鉴公章。

特此声明作废

丢失声明

★ 本人赵旭不慎将哈尔滨润
恒物流发展有限公司开具的冷库
C301－19保证金票号0007502，
金额2806元票据丢失。

特此声明作废

★ 本人王文举不慎将哈尔滨
润恒物流发展有限公司开具的冷
库 C101 － 04 保 证 金 票 号
0020666，金额3557元票据丢失。

特此声明作废

★ 本人于刚不慎将哈尔滨泽
晟农产品有限公司开具的冷库
C201－15保证金票号000499，
金额4252元票据丢失。

特此声明作废

★ 本人孙昕不慎将在哈尔滨
哈南万达广场有限公司购买的h
区h2-12商户的面积差收据丢
失，收据共一张，票据号为:
HNSM16，金额为:3550 元，大
写:叁仟伍佰伍拾元整，特此声
明作废，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纠
纷与哈南万达广场投资有限公
司无关。

特此声明作废

★ 黑龙江伸马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工会委员会，不慎将法人
（郭向阳）印鉴丢失。

特此声明作废

★ 黑龙江省城镇住宅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不慎将（黑龙江省城
镇住宅建筑工程公司新建监狱
项目部、技术部两枚印章丢失）。

特此声明

★ 哈尔滨宅基地房地产经纪
有限公司不慎将公章、名章、财
务章丢失。

特此声明作废

生活报12日讯（记者张立）12日，
哈尔滨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
情工作指挥部发布第21号公告。

为切实做好国内疫情中高风险地区
抵返哈人员管控工作，有效消除疫情传
播风险，按照省指挥部意见，现对哈尔滨
市疫情防控指挥部1月11日发布的20

号公告涉及相关管控措施调整补充如
下：

一、对近14天内来自国内中高风险
地区的抵返哈人员，在抵返前、抵哈后应
当主动向所在社区（村屯）或单位（或所
住宾馆）报告。对隐瞒不报发生疫情的，
将依法依规严肃查处。

二、凡来自国内中高风险地区的抵
返哈人员，一律实行“14天集中隔离医
学观察+7天社区健康管理+3次核酸检
测（在第1天、第14天和第21天分别进
行）”管控措施。

三、随着春节假期临近，人员流动
和聚集越来越频繁，请广大市民时刻绷

紧疫情防控这根弦，提高防范意识，避
免前往疫情中高风险地区，尽量减少不
必要非急需的离哈离境活动。确需离
哈离境的，提倡错峰出行，做好自身健
康监测，并妥善保存票据以备查询。继
续保持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的良好
生活习惯。

中高风险地区抵返哈人员一律实行“14+7+3”管控措施

新
增

生活报 12 日讯 (龙头新闻记者刘
莉 马智博）12日18时50分，哈尔滨市
报告1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轻型），为
望奎县返哈人员，由香坊区及医疗机构
对望奎县返哈人员进行逐一排查和核
酸检测时发现，经市级专家组会诊确
定。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召
开疫情领导小组会议，科学部署，精准
实施各项防控措施。现将有关情况通
报如下：

于某某，女，29岁，无固定职业，居
住于香坊区古香街12号。1月10日4
时，与亲属共同乘坐私家车由望奎县
返回哈尔滨家中；6时30分，步行前往
司徒街副28-18号兴旺烧饼王，购买
烧饼后步行返回家中，其余时间未外
出；1月11日11时30分，按我市防控
要求，于某某与共同居住者（母亲及其
二姐的女儿）一同步行前往中山路184

号哈尔滨航天风华医院做核酸检测；
13时，步行返回家中，其余时间未外
出、无访客；1月12日6时，接到其核酸
检测结果阳性报告后，哈市立即启动
应急响应，由120负压救护车将其转
运至定点医院。经市级专家组会诊，
根据流行病学史、临床表现、影像学特
征、实验室检测及病原学核酸检测阳
性结果，诊断其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轻型）。

截至1月12日20时30分，已追踪
排查该病例在哈市的密切接触者 34
人；完成相关人员核酸采样75份，外环
境采样73份，样本检测工作正在进行
中。目前，对所有追踪到的密切接触者
已全部采取集中隔离医学观察措施，对
其居住场所和主要活动场所均已进行
终末消毒，并按要求落实封控管理措
施。我市将根据深入流行病学调查和

核酸检测结果，继续开展相关人员排查
管控和扩大核酸检测工作。

生活报 12 日讯 (龙头新闻记者姚
建平 朱云峰) 12日，记者从齐齐哈尔市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
部获悉，齐齐哈尔市昂昂溪区对3名绥
化市望奎县返齐人员管控并核酸检测
阳性，对其密切接触者同时进行排查检
测时，发现4名核酸检测阳性人员，市
疾控中心于 12 日 13 时 30 分复核阳
性。上述7人目前均为新冠肺炎无症
状感染者，均在大五福玛村。

现已对排查出的密切接触者及密
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采取集中隔离

观察，继续对其密切接触者及密切接触
者的密切接触者进一步排查中。

目前，齐齐哈尔市范围内已启动应
急响应机制。并请市民关注官方网站
公布的相关新闻及行动轨迹。

生活报 12 日讯 (龙头新闻记者贾
红路）记者从大箐山县应对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获悉，12
日，朗乡镇1名从绥化市望奎县返乡人
员核酸检测呈阳性，被确定为新冠肺炎
无症状感染者。

目前，感染者已送医院进行隔离治
疗，其密切接触者已实行集中隔离观
察。

确诊病例
无症状感染者 齐齐哈尔7例 伊春1例

哈尔滨1例

黑河1例确诊患者出院标题新闻标题新闻

生活报12日讯 (龙头新闻记者曹忠
义) 12日晚，正在北京参加省部级主要
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精神专题研讨班的省委书记、省人大常
委会主任、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
导小组组长张庆伟请假返回黑龙江，连
夜主持召开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
导小组第三十二次会议暨省疫情防控指
挥部会议，分析当前全省疫情防控形势，
研究应对绥化市望奎县疫情及有关地区
关联散发疫情，部署全省疫情防控工
作。他强调，要进一步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部署，充分认清当前疫情严峻形
势，加强核酸检测排查流调力度，全力以
赴做好患者救治，迅速遏制疫情反弹蔓
延，压紧压实各方责任，突出抓好农村疫
情防控，有效保障全省人民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

国家卫健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国务
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赴黑龙江绥化指
导组组长雷海潮在望奎县分会场出席会
议并讲话；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
导小组成员陈海波、张安顺、李海涛、傅
永国、王永康、张雨浦、王兆力、贾玉梅、
张巍、陈安丽、聂云凌、沈莹、徐建国、李

毅在主会场出席会议，孙东生在望奎县
分会场出席会议。

会上，省卫健委负责同志汇报了流
调、核酸检测、确诊病例治疗、防控措施
和信息推送等工作，绥化市、哈尔滨市、
齐齐哈尔市、牡丹江市、伊春市主要负责
同志先后汇报了疫情防控工作。

会议强调，要充分认清当前疫情复
杂严峻形势，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最重
要的工作来抓，全省进入应急状态，当前
要以外防输出、内防扩散为重点，举全省
之力遏制局部疫情扩散。加大分级分区
核酸检测力度，快速精准开展流调工作，
加强疫情信息推送工作，从严落实各项
防控措施，做好重点地区防控排查，有力
有效管控疫情传播风险。

会议强调，要举一反三从严抓好全省
疫情防控。分层次、分区域有序推进全省
大排查，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
理，深查短板漏洞、迅速抓好整改。充分
发挥各类“哨点”作用，切实做到早发现、
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坚持境外输入

“人物同防”，严格落实闭环管控措施。严
防聚集性感染，倡导居民在省内过节，非
紧急情况不出省。公职人员要带头不聚

集、不聚会、不聚餐。全省取消非必要的
各类会议活动，能停则停。

会议强调，要把农村疫情防控作为
重中之重。严格按照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农村地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
案》要求，抓实抓细各项防控措施。加强
农村地区外来人员排查管控，有针对性
对返乡人员进行核酸检测抽查。同时，
对全省及在我省外地人员，坚持应检尽
检、愿检尽检。严控婚丧嫁娶、酒席宴
请、棋牌娱乐等各类人员聚集性活动，最
大限度减少人员流动、聚集。提高村民
防护意识，落实戴口罩、勤洗手、勤通风、
少串门、少外出要求。充分发挥村党支
部、村委会和驻村工作队作用，落实疫情
防控责任，切实消除盲点。

会议强调，要全力以赴、不惜一切代
价做好患者救治。在国家专家组指导
下，调集省专家力量，按照国家第八版诊
疗方案，坚持中西医结合，高效做好患者
救治工作，做好无症状感染者和确诊病
例快速增加应急准备，严防院内感染。
关心关爱医护人员，为他们做好各项保
障服务工作。加强全省应急救治体系建
设，组建区域性救治应急队伍，全面提升

全省突发疫情应急救治能力。
会议强调，要切实加强领导压实责

任，进一步健全指挥体系、工作体系等，
省疫情防控指挥部要加强统一指挥、科
学调度，全力支持重点地区防控救治工
作，针对冬季寒冷问题，加强防寒物资保
障。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扛起责任，
实施县乡村分级包保责任制，领导干部
要深入一线检查督导疫情防控工作，严
防出现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带头狠抓
落实，确保落实到位，在防控一线展现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各有关部门要迅速动
员，落实各自职责，形成工作合力。各县
（市、区）要抓紧完善突发疫情应对预案，
做好应急演练。重点地区要全力做好物
资供应，保障居民基本生活需求，维护社
会大局稳定。加强信息上报工作，及时
发布重要信息，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营造
有利于疫情防控的积极氛围。各级纪委
监委要加强暗访、检查，对不负责任、工
作不落实的立即问责、严肃处理。

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中省直
有关部门和哈尔滨医科大学主要负责同
志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市（地）、县
（市、区）设分会场。

张庆伟主持召开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第三十二次会议暨
省疫情防控指挥部会议

精准施策坚决有效遏制局部疫情蔓延扩散
加强领导压实责任从严抓好全省疫情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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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记者李丹）“太美了，
又找回童年在兆麟公园看冰灯时的
感觉了”。12日下午5时许，兆麟公
园200多座冰雕作品在灯光的映射
下，流光溢彩，仿佛童话世界。据悉，
截至目前，兆麟公园里已经完成了
200座冰雕作品。与往年相比，今年
兆麟公园冰雕最大的特点就是突出
艺术范。同时，通过技术手段大幅提
升了冰雕的透光度，突出灯光色彩的
艺术搭配，从而打造了独具艺术特色
的冰晶童话世界。

据市城管冰博中心相关负责人
介绍，本届冰灯游园会最大特点就是

“小而精”。冰雕作品轮廓精致、形态
优美、绚丽多姿，充满了艺术性和观

赏性。今年，在色彩的搭配上，灯光
设计师们也经过了完美的设计，增加
了综合色和渐变色，这些巧妙的灯光
设计让冰雕作品乃至城区冰雪景观
的整体质量和艺术性都得到了大幅
提升。

生活报讯（实习生苏宇坤 记者黄迎峰) 黑龙江省公安厅
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了2020“最美基层民警”学习宣传活
动，并于1月10日举办的“金盾荣光”特别节目——庆祝首个
中国人民警察节云端庆祝活动上正式揭晓评选结果。

2020“最美基层民警”学习宣传活动评选共设置“最美基
层民警”当选者及提名奖两个奖项，每个奖项10人。

黑龙江省公安厅

2020“最美基层民警”评选结果揭晓

生活报讯（实习生郝天朔 鲁泽 记
者黄迎峰）近日，大庆市公安局指挥中
心作为东北三省唯一的公安指挥调度单
位被公安部荣记“集体一等功”。10日，
公安部召开会议为立功集体和个人代表
颁奖，大庆市公安局指挥中心主任王新
发受邀进京接受颁奖。

大庆110对于急、难、险、重的案件，
指挥中心通过对讲机直接向街面巡逻警
力下达行动指令，全年通过110接处警
系统的快速反应，抓获现行嫌疑人110
余名；不断优化巡防布局，在原有419个
四类警务室和97个治安卡点基础上，细
化出187个巡逻必到点；不断完善“1.3.5
分钟”快速反应圈和“10.20分钟”封控
圈，真正实现了“囤警街面、动中备勤、有

警处警、无警巡逻”的运行机制。
大庆 110不断丰富为民服务的举

措，一周七天，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人工
电话、短信通知和网络在线服务；重点关
注交通管理、户籍办理、外事办理、“电信
诈骗”咨询等群众最关心关注的警情。
据了解，2020年一年大庆市公安局110
指挥中心共受理各类报警求助53.2万余
起，平均每天1467个。

全年通过110接处警系统抓获现行嫌疑人110余名

公安部授予大庆市公安局
指挥中心集体一等功

文/摄
龙头新闻记者

郭俊峰
最近一段

时间，无论是
小区附近的菜
店或是大型超
市，一根普通
的大葱已经成
为哈尔滨市民
眼 中 的“ 焦
点”，平均8元
一斤的价格，
令人咋舌。

近日,记者走访哈尔滨市南岗
区多家菜店和超市，1斤大葱7.5元
至9元的标价让记者咋舌。

在学府路一家菜店，老板乔先
生告诉记者：“我卖的大葱是附近所
有菜店比较便宜的，也要 7.5 元一
斤，我在哈达果菜批发市场有个老
关系户，上菜的价格是6.5元，已经
比别人上菜价格低了0.5元。今年
大葱价格噌噌涨，这几天随着气温

降低，大葱的价格还会涨！”
记者在和兴路附近一家大型

超市看到，普通大葱已经没货，只
有发芽葱，而发芽葱的价格高达
9.9 元一斤。该店蔬菜部刘经理介
绍，超市有几天没进大葱了，因为
货源紧缺，只好进了一部分发芽
葱，目前我省大葱货源大多是山东
和福建运来的，南方低温，货源处
于紧缺状态。

一斤7.5至9元 发芽葱高达9.9元一斤

在南岗区某菜店内，家庭主妇宫女士
向记者吐槽：“去年一月份正赶上春节，大
葱价格有所上涨，可那时的价格也不过是
每斤1.5元至2元钱，你再看看现在大葱的
价格，8元一斤，涨了4倍，大葱是要成为网
红的节奏吗？”

周大妈每天最重要的事就是去超市
采购家人每天的蔬菜，遇到记者时，大妈
无奈地摇头道：“大葱的价格实在太贵
了。多亏家里秋天时储存了很多大葱，可
家里温度高，储存的大葱部分烂了，这几
天就琢磨再买点，一看这价格，还是买圆

葱充数吧。”
上班族齐先生望着超市里居高不下

的大葱价格，还是轻轻地捏了一根去称
重。齐先生说：“我们一家三口没有像老
人那样有储存秋菜的习惯，都是随吃随
买，对蔬菜的价格也不是很在意。可今年
大葱的价格还是把我吓了一跳，回家做菜
得省着点用了。”

继“蒜你狠”“姜你军”之后，作为调味
品三驾马车的大葱又冲上了价格明星的
舞台。无论大爷大妈还是家庭主妇，对今
年大葱的疯涨都是一脸疑问。

去年同期1.5元一斤 以前整捆捧现在按根捏

记者在哈达蔬菜批发市场采访了蔬
菜部经理王军，他表示，导致大葱价格上
涨的根本原因就是去年大葱种植面积减
少，产量大幅降低。

王军说：“我省冬季大葱进货渠道主
要来源于山东省和福建省，2019年这两
个蔬菜产地大葱丰收，导致市场供货量
加大，2019年年末和2020年年初，大葱
市场价格偏低，种植和运输成本又逐年
上升，导致2020年两省菜农种植大葱的
积极性降低，去年秋季大葱减产了25%

左右。山东、福建农户觉得种植大葱赚
不到钱，很多农户开始种植大蒜，所以大
葱的价格随着供应减少，价格开始上
涨。”

菜店老板乔先生说：“今年大葱价格
上涨还有一个重要原因，2020年黑龙江
和山东两地大葱种植户遭遇台风和水灾，
我省本地大葱供应量大幅度降低，冬季大
葱供应完全依赖于外省。目前，我省大葱
供应量70%是来自于福建省，路途远、运
输成本高，大葱价格上涨是必然。”

高价成热点 大葱翻涨为哪般？

扫码看获奖名单

晶光闪闪 突显艺术范
200多座冰雕亮相兆麟公园

“葱”向钱向钱 令令人咋舌人咋舌
“葱”忙涨价 一斤9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