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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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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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宾馆出租出售
道里东风街89号，建面5300平米，楼层-1到7
层，8层共计122间客房，地下室1层可做餐厅。
李先生：18545620356

百业信息

★ 五常市五政绿色农业有限
公司中央大街五常大米官方体
验店，不慎将营业执照副本丢
失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230102MA1B57QC9Y。

特此声明作废

无名尸体认领公告
2021 年 1 月

10 日，在我省方
正林业局三道通
林场马达沟七队
28林班发生一起
非 正 常 死 亡 报
警。经查死者男

性，山东人，生前自称高云龙，身
份及家庭信息不详，年龄80岁左
右，身高162厘米，中等体态。如
有有失联人员，请家属或知其身
份者及时与警方联系。

联系人：朱警官、顾警官
联 系 电 话 ：13845179991、

15084633557
黑龙江省林区公安局方正分局

公 告
高梦圆同志：

由于你无故旷工，严重违反了中国邮
政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市平房区分公司
的规章制度，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哈
尔滨市平房区分公司已经将你退回我公
司。我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合同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已经
与你解除了劳动关系，现通过公告方式
予以送达，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
日，即视为送达。

你本人或依法委托他人在7日内到
公司办理离职手续，逾期后果自负。

特此公告
黑龙江高新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二日

公 示
本人：杨军梅，公民身份证号：

232103197512267069现为道外区太
平西树头道街11委131组房屋的受让
人，原房屋所有人胡文啟于1988年4
月20日已将该房屋实际交付本人，由
本人实际占有。本人自愿承诺，原房主
胡文啟及家人联系不上（房屋买卖双方
已经签署协议）该房屋己为本人所有，
产权无争议，如本人承诺与事实不符，
因该房屋产权发生任何纠纷由本人承
担全部法律责任。

如有异议，请自本公告之日起十五
个工作日内，将异议书面材料送达哈尔
滨市道外区太平大街办事处绿化社区。

注销公告
黑龙江李赫文律师事务所清算公告

现有黑龙江李赫文律师事务所，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312300003333631417 ，负责人李赫
文，组织形式为个人所。因负责人去
世，现律师事务所办理清算、注销，另
通知债权人申报债权，请债权人在本
公告刊登后的15日内向黑龙江李赫
文律师事务所清算组申报债权（清算
组 联 系 人 ：韩 长 凤 电 话 ：
13694520879 ），逾期将按相关法律
法规处理！特此公告。

公告人：黑龙江李赫文律师事务所
2021年1月23日

公 示
根据市委、市政府相关规定，现对

以下房屋的承租权公示如下：
本 人 张 太 功 ，身 份 证 号

610103196706142015，承租道外区上
坎街26号1栋3单元4层1号单位产
房屋，产权单位为哈尔滨针织厂，上级
管理单位为道外区工业信息科技局，使
用面积30.31平方米。本人现持有新
房证明、公证书等相关材料，对房屋公
产部分进行房改买断。本人承诺该房
屋权属无争议，无任何法律债务纠纷，
所提供材料均真实有效，并自愿承担一
切法律责任，现面向社会公示，如有异
议，请自本公告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
将异议书面材料送达道外区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

送达地址：哈尔滨市道外人民政府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23 室，电话：
88973312

★ 王恩华，男，身份证号码：
232101196612020031，不慎将
警官证丢失，证号：021521。

特此声明

★ 哈尔滨市蓝诺经贸有限公
司不慎将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
本 丢 失 ，许 可 证 编 号 ：
JY12301030000678。

特此声明作废

丢失声明

业务
办理

15504651777
89682777

声明/通知/注销/寻人

生活报22日讯（记者张立）22日，
哈尔滨市卫健委公布了21日10例确诊
病例及31例无症状感染者涉及主要活
动场所。

确诊病例1：魏某某，男，35岁，现
住利民开发区富佳新天地小区。1月5
日-9日、11日-17日，每天5时、20时
步行上下班，途中经过好萍超市进入小
区。1月 10日，步行上班，15时乘坐
551路公交车至大耿家；16时乘坐551
路公交车回家。1月18日5时，步行上
班，19时到好萍超市购物。

确诊病例2：李某，男，20岁。现住
利民开发区富佳新天地小区。1月 6
日-9日、11日-16日，正常上下班。1
月10日13时，乘坐9路公交车至东北
亚服装城购物，16时乘9路公交车。1
月17日，14时到呼兰南艺修脚采耳店，
16时到宝丰医药连锁（德盛店）购药。

确诊病例3：崔某某，女，45岁。现
住利民开发区常青家园小区。1月 5
日-1月17日，每日17时、次日6时步行
上下班。

确诊病例4：孙某某，男，55岁。现
住呼兰区幸福小区。1月5-17日，每天
5时40分、17时30分乘坐通勤车上下
班。

确诊病例5：刘某某，女，49岁，现
住呼兰区亿兴小区（订正）。1 月 5
日-17日，每天5时、19时乘坐通勤车
上下班。其中，13日下班后去亿兴小区
灵峰药店附近下车后购药。1月18日9
时，到小区楼下购物。

确诊病例6：马某，女，43岁。现住
呼兰区民主街。1月 7-16日，每天 5
时、17时乘坐通勤车上下班。1月17
日，9时许到志达地下、畅想国际购物广
场和华辰超市购物；14时许到蓉大购物
中心、呼兰区中心市场、天丰鞋城购物；
16时许在冰激凌大全购物。1月18日，
12时、20时乘坐通勤车上下班。1月19
日，在御伯府邸小区装修。

确诊病例7：李某某，女，31岁。1
月7日6时，乘坐通勤车换乘5路公交
车；12时，从家乘5路公交车到郝大嘴
麻辣烫，用餐后乘出租车到格林雅居1
号楼。1月8日-17日，每天18时步行
上班。其间，1月10日8时，乘坐551路
公交车至学院路站中信银行，到海皇宫
海鲜店购物，10时乘坐552路公交车回
到寝室。1月13日6时，乘坐通勤车换
乘5路公交车，17时，乘坐5路公交车
换乘通勤车返回单位。1月 16日 14
时，乘坐551路公交车换乘5路公交车，
17时，乘坐5路公交车换乘通勤车返回
单位。

确诊病例8：门某某，女，47岁，现
住利民开发区长禹星港湾小区。1月7
日，13时到吉发超市购物后乘私家车去
南京大都会小区，17时步行上班。1月
8日-13日，每天6时、17时步行上下
班。1月14日，12时乘私家车到远东市
场购物，17时步行上班。1月15日，9
时乘私家车到华远新家园亲属家，18时
步行上班。1月16日-18日，每日6时、
17时步行上下班。18日，分别在宝学
超市，吉发超市购物。

确诊病例9：辛某，男，50岁，现住
锦绣丽都小区（南京路与利民大道交汇
处）。1月7日-16日，每天4时、17时
步行上下班。其间，多次取快递；11日、

13日、15日18时分别在南京路小市场
诚信蔬菜店，小陈生鲜，白家酒坊购
物。1 月 17 日，4 时、17 时步行上下
班。途中绿海田园小区鑫福仓买、民生
惠地利生鲜（南京路店）购物；到锦绣丽
都5号楼下菜鸟驿站取快递。1月18
日，4时至17时步行上下班，20时到小
区内瑞祥超市购物。

确诊病例10：孙某某，男，49岁，现
住利民开发区南京路江霆华府小区。1
月5日11时，先后到绥化东城客运站、
火车站，至哈尔滨火车站下车后乘坐郊
6路回家。1月6日-14日，每天17时
上班至次日5时下班。1月 15日-18
日，每天18时、次日5时乘坐郊6路上
下班。1月18日6时，乘坐公交230路
下班。17时乘坐公交211路去单位。

无症状感染者1：王某，女，35岁，
现住利民开发区学院路英兰之境小
区。1月5日-8日，每天7时从父母家
（南岗区八元街31号）乘坐通勤车上班，
17时乘坐通勤车回父母家。1月9日7
时，从父母家乘坐通勤车上班，17时乘
坐通勤车回家。1月10日10时，乘私
家车回父母家。1月11日，从父母家乘
坐通勤车上下班；途中，步行至通达街
桦南满街香大碗麻辣烫购买食物。1月
12日-15日，每天从父母家乘坐通勤车
上下班。15日下班后乘坐通勤车回家，
到滨才城内摊位、家楼下英兰超市、好
再来麻辣烫购物。1月16日7时，到滨
才城潘记粥铺吃早餐，乘坐通勤车到单
位；14时，下班后乘私家车回父母家。1
月17日14时，到七政街的粮油店购物
后到新港理发店带孩子剪发后回父母
家。1月18日，乘坐通勤车上班；20时
到顺迈欣郡2期。

无症状感染者 2：赵某某，女，56
岁，现住利民开发区长禹星港湾小区。
1月6日-18日，每天5时30分、19时步
行上下班。其间，1月9日17时，到吉发
超市购物；1月10日18时，到宝丰药店
购药；1月13日17时，乘私家车前往呼
兰区方台镇东沈村参加葬礼；1月18日
19时30分，到吉发超市购物。

无症状感染者 3：姚某某，男，24
岁。现住利民开发区富佳新天地小
区。1月5日-6日，步行上下班。1月6
日，17时20分坐通勤车至和兴路，转乘
1号线在医大二院站换3号线在哈西大
街站下车；19时20分，步行至哈西涧桥
溪畔小区，在小区楼下优优便利店购
物。1月7日、8日、10日6时，乘坐363
路公交车到哈药路临时公交站下车换
乘552路公交车上班。其间，1月7日
17时，下班后乘坐553路公交车在黑龙
江工程大学转乘地铁1号线换3号线回
到哈西涧桥溪畔小区。1月8日20时，
从家乘坐滴滴网约车到哈北站，20:57
乘坐D6928次列车到哈西站换乘11路
公交车至哈西涧桥溪畔小区；21时，步
行至该小区附近的常盛生鲜超市购
物。1月9日16时31分，乘坐地铁3号
线换1号线到学府路凯德广场，在1楼
超市和面包店购物；21时，原线路返回
哈西涧桥溪畔小区。1月10日17时下
班步行回家。1月11日、14日8时，从
家步行上班；下班乘坐通勤车到和兴路
转乘地铁1号线换3号线到哈西涧桥溪
畔小区。1月12日、13日、15日、18日，

乘坐地铁3号线转1号线，在和兴路坐
通勤车（17日换乘坐553路公交车）上
班。12日、15日、17日、下班原线路回
到哈西涧桥溪畔小区。其间，1月12日
晚到天赢生鲜超市购物。1月13日11
时，乘坐滴滴网约车到利民派出所办
事，10分钟后乘坐9路公交车回单位，
下班后步行回家。18时，外卖送餐到家
门口。1月16日16时，步行至蜜雪冰城
奶茶店（哈西店）后到哈西万达广场1
楼，后到3楼辣莊旁边串串香饭店用餐，
1小时后步行回哈西涧桥溪畔小区。1
月17日，晚到天赢生鲜超市购物。1月
18日，步行下班，到家附近亿发生活超
市购物。1月19日上午到家附近亿发
生活超市购物。

无症状感染者 4：李某某，男，47
岁，现住利民开发区利民大道富佳新天
地小区。1月3日-18日，每天6时、20
时骑车上下班。

无症状感染者 5：刘某某，男，54
岁，现住利民开发区长禹星港湾北区。
1月5日-19日，每天步行上下班。1月
12日12时，到小区物业。1月15日8
时，乘坐呼兰9路公交车至保险公司站，
先后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呼兰区支
行）、黑龙江省农村信用社中心分社办
理业务。11时乘坐呼兰9路至裕田小
区站。11时30分回到单位。1月17日
18时，在单位门口水果店购物。1月19
日 11时，在小区门口超市购物。

无症状感染者6：齐某，男，42岁，
现住呼兰区民主街。1月7日-16日，每
天4时、16时乘坐通勤车上下班。其
间，1月10日，9时到杰子果蔬大全购
物。1月16日，到骨里香熟食购物。1
月17日，9时到志达地下、畅想国际购
物广场和华辰超市购物；14时先后到蓉
大购物中心、呼兰区中心市场、天丰鞋
城、冰激凌大全购物。1月 18日，12
时、20时乘坐通勤车上下班。1月19
日，到御伯府邸小区。

无症状感染者 7：姜某某，女，50
岁。现住乐业镇台屯村。1月2日-9
日，每天 5时、20时乘坐通勤车上下
班。1月10日7时，从台屯站乘公交车
（李家-呼兰线）到呼兰下车，8时到呼兰
区中心市场、灵峰大药房、呼兰区中心
市场对面早市购物，9时乘坐呼兰108
路公交车至朱家站下车，乘坐231路车
到乐业镇下车，乘出租车回家。1月11
日-1月18日，每天5时、20时乘坐通勤
车上下班。

无症状感染者 8：王某某，女，47
岁，现住利民开发区富佳新天地小区。
1月7日-17日，每天6时、18时步行上
下班。1月18日12时，步行到单位，20
时步行回家。

无症状感染者 9：王某某，男，43
岁。现住利民开发区利民大道长禹星港
湾小区。 1月7日-18日，每天6时、19
时步行上下班。其间，多次到附近吉发
超市购物。17日午后，到北京路和南京
路附近远东市场购物。1月19日，11时
到天天美发店理发后回家，步行至单位。

无症状感染者10：王某，女，34岁，
现住利民开发区长禹星港湾小区。1月
5日-18日，每天18时、次日6时步行上
下班。其间，于18日到吉发超市购物。
1月19日9时、12时，到家附近吉发等
超市购物。

无症状感染者11：武某某，男，41
岁，现住利民开发区乐业镇庆丰村达护
屯。1月6日-18日，每天5时、20时乘
坐通勤车上下班。其间，1月10日8时，
坐客车（杏山-呼兰线）到呼兰老一中站
下车，步行至呼兰中心市场及对面早市
购物。11时，坐客车（呼兰-对青山线）
在乐业镇下车后步行回家。

无症状感染者12：张某某，女，45
岁。现住呼兰区宇信小区。1 月 6
日-17日，每天乘坐通勤车上下班。1
月10日19时，步行至艳红发艺（宇信小
区1号楼）理发。1月18日15时，步行
至韵达快递超市（明达4号楼）取快递。

无症状感染者13：白某某，男，53
岁，现住呼兰区雅园小区。1月3、4、7、
15日，每天6时在保险公司站乘坐9路
公交车上班，17时15分乘坐通勤车下
班。1月5日，步行到快餐店吃早餐。6
时07分乘坐9路公交车去上班；16时
42分，到单位工厂直营店购物后乘坐9
路公交车到家附近的西环路全盈生鲜、
老财蔬菜干调批发购物。1月6日-8
日，正常上下班。其间，6日到亿佰家生
鲜超市购物，8日下班前至单位工厂直
营店购物。1月9日6时，到志勇烧饼吃
早餐后乘坐9路公交车上班；乘坐通勤
车下班后，步行到家附近辣小鸭麻辣休
闲鸭货购物。1月10日6时，到志勇烧
饼店吃早餐后乘坐9路公交车去上班，
17时下班乘坐9路公交车到保险公司
站下车，先后到早市王老五大瓜子、家
和水果卖场、公园路炸串、小区院里2号
楼食杂店等处购物。1月11日6时，到
志勇烧饼店吃早餐后乘坐通勤车上下
班。1月12日6时-17时，分别乘坐9
路公交车上下班，到西环路全盈生鲜购
物。1月13日6时，到西佳快餐店吃早
餐；乘坐9路公交车去上班；18时，乘坐
553路公交车到四副食站下车。1月14
日-15 日，乘坐 9路公交车正常上下
班。其间，14日6时，到西佳快餐店吃
早餐。1月16日6时，志勇烧饼店吃早
餐。18时，乘坐9路公交车上夜班。1
月17日，早晨乘坐通勤车下夜班回家，
18时，乘坐9路公交车上夜班。1月18
日6时46分，从单位乘坐出租车到呼兰
河桥下车，到早市晓春炒货专卖等摊位
购物；8时40分，到家附近郭家放心肉
及附近摊位购物。

无症状感染者14：姚某，女，39岁，
现住呼兰区呼兰师专住宅楼。1月 4
日-17日，每天17时在师专路大地生鲜
乘坐通勤车上班，次日7时乘坐通勤车
下班回家。1月18日，步行至萧乡中学。

无症状感染者15：于某某，女，50
岁，现住呼兰区雅园小区。1月5日-19
日多次去家附近菜鸟驿站取快递。1月
5日12时，到家附近地摊购物。14时在
呼兰店比优特超市、附近摊位购物后回
家。1月 6日 20时，小区内食杂店购
物。1月9日12时，到生态园3期朋友
家聚餐。18时在家附近食杂店购物。1
月10日8时，乘坐呼兰10路公交车前
往盛滨花园洗浴会馆上班，22时乘坐出
租车回家。1月11日8时，到家附近面
食店购物，乘坐10路公交车前往盛滨
花园洗浴会馆上班。1月12日7时，乘
坐 10路公交车至呼兰区交通局站下
车，先后步行至瑞辉医药连锁、盛滨便
利店购物。 （下转A03版）

哈尔滨市公布最新确诊病例
及无症状感染者活动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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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 (记者黄迎峰) 21日，哈尔滨
市公安局南岗公安分局哈双路派出所按照
市政府22号公告要求，对辖区宾馆旅店进
行清查中发现，在南岗区友联度假村存在人
员聚集补课情况。派出所迅速出警赶往现
场，发现正在房间休息的补课学生73人，工
作人员40人。

民警在现场发现，有数十名学生模样的
年轻人在各个房间内休息，还有二十几名管
理人员。经讯问组织者从某杰，该人如实供
述没有补课资质，违反疫情期间政府管理公
告，召集学员线下补课。经调查，现场有来
自宾县、巴彦等地的73名高中学生，40名
补课班工作人员，从本月15号开班以来，采
取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方式躲避检查，“原
本想要组织学生做完核酸检测就解散了，没
想到被南岗警方发现了。”从某杰说。

发现此情况后，哈双路派出所配合红旗
乡政府、南岗区市场监管局相关部门立即组
织医护人员，对现场人员进行核酸检测。并
组织民警对现场人员进行管控。

目前，从某杰因为疫情期间违反政府

公告，已被行政拘留10日。记者了解到，
为深入贯彻落实哈尔滨市应对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第22号公告，
南岗分局组织各派出所对辖区1126家宾
馆旅店进行反复排查，警方提醒，疫情防
控，直接关系每个人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请勿聚集。

生活报讯（实习生郝天朔
记者黄迎峰) 20日，五大连池一
男子为了抄近道，竟将疫情防控
用的围挡破坏。警方对该男子依
法处以行拘7日并罚款500元。

当日15时许，五大连池市公
安局文化派出所接到疫情卡口
职守工作人员报警称，在辖区粮
食三号楼小区有人故意损坏疫

情防控围挡。接到报警，派出所
民警及时赶到现场，经调查取证
后，依法将违法嫌疑人李某文抓
获。经审讯，李某文，男，27岁，
五大连池市新发镇人，其对为了
走近路，故意损坏疫情防控围挡
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当日当
地警方依法给予李某文7日拘
留、5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为抄近道破坏防疫围挡
小伙被罚500元

生活报讯（实习生郝天朔
记者黄迎峰) 近日，家住齐齐哈
尔依安县的韩某因拒不配合疫
情防控工作，被依安县公安局处
以行政拘留七日处罚。

19日19时30分许，依安县
某小区门口一男子酒后拒不配
合扫码，试图硬闯，工作人员多

次劝导未果后报警处置。接到
报警后，民警迅速赶往现场。初
步了解得知，该男子为小区业主
韩某。民警依法将韩某传唤至
公安机关。经询问，韩某如实供
述了其违法行为，随后依安县公
安局依法给予韩某行政拘留7日
的处罚。

酒后进小区不配合扫码试图闯卡
男子被拘留7天

胆太大！度假村里73名学生补课
组织者被拘留10天

生活报讯（记者李丹）近日，黑龙江
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面向社会持续开展

“抗击疫情”捐赠活动，并开通专项筹款渠
道，只需扫码即可奉献一份爱心。您的捐
赠，将用于抗击新冠病毒疫情防控工作。

黑龙江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是隶属
于共青团黑龙江省委员会的一家地方性
5A级公募性基金会，也是中国第一家省
级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先后在1998年启
动“98抗洪志愿者劝募行动”、2008年“5·
12汶川大地震希望工程紧急救灾劝募行
动”、2010年“玉树地震希望工程紧急救灾
劝募行动”。2020年面对新冠病毒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在团省委指导下联合省青
联、省青企协当年1月25日率先启动“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救援行动”，并在“慈
善中国”进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救
援行动”募捐备案，动员全省各级团组织、
青联委员、青企协会员、企事业单位，踊跃
捐款捐物抵御疫情。设立了“关爱抗疫医
务人员子女专项基金”和“关爱因疫致困
青少年专项基金”，定向资助一线医务人

员未成年子女和感染新冠病毒或因疫情
致困、返贫家庭的青少年学生。截至目前
共募集资金3626万元，对接物资275万
元，为湖北拨付捐款1697万元，为黑龙江
省拨付捐款1862万元，162343笔捐款实
现零差错收支，全透明公示。

黑龙江省青基会邀您携手
“抗击疫情”捐款账号开通 生活报讯（记者李丹）记者从

哈尔滨市城管局园林办获悉，为进
一步强化疫情防控，哈尔滨市城管
园林部门加强城市开放公园管控，
增派人员全园巡视严防人群聚集，
同时关闭所有室内展馆、展厅，严
格禁止容易引起聚集的娱乐活动。

哈尔滨市城管局园林办相关
负责人表示，目前全市所有开放式
城市公园都已增派人手，每天不间
断地在园内进行巡查劝导，针对容
易聚集的娱乐活动第一时间疏导
劝离。同时，为避免人员聚集，哈
尔滨市所有免费开放式公园已经
全面关闭所有室内展厅及游乐设
施场所。各个公园还通过LED显

示屏、广播、条幅等多种形式，宣传
疫情防控相关知识，时刻提醒市民
游客。

厕所是疫情防控的关键环
节。根据相关部署，哈尔滨市各城
市公园园厕每天全面消杀消毒，全
面强化卫生管理，在洗手台配备有
洗手液（皂）等物资。一些城市公
园还在园区适当位置，设置废弃口
罩收集专用容器。

记者了解到，目前，哈尔滨市
一些具备条件的城市公园如兆麟
公园、儿童公园、斯大林公园等还
在园中设立的自助消毒点，配备免
洗酒精洗手液，有需要的市民可以
自助为双手清洁消毒。

哈尔滨市开放公园

加强巡视劝离聚集人群

生活报讯（记者于海霞）记者从哈尔
滨新区利民供水公司了解到，自18日呼
兰区实行最严格精准管控措施以来，利民
开发区自来水公司实行封闭式管理，增加
水源水和出厂水检测频次，全力保障疫情
防控期间饮用水安全。

从18日起，利民自来水一水厂、二水
厂实行封闭式管理，里不出外不进。为确
保在岗人员健康安全，公司为两个水厂所
有在岗坚守人员免费做了核酸检测，40人
检测结果全部为阴性。疫情防控期间，增
加消杀次数和强度，厂区内每日进行定时
消杀，早7时、午12时、晚17时30分由专
人进行全厂区无死角的消毒杀菌，并保持

空气流通，保障工作环境安全。
自来水公司一水厂营业厅、二水厂营

业厅于19日停止营业，张贴了通知以及
详细的缴费流程，区内用户可在支付宝、
微信、公众号中进行正常缴费，保证不影
响居民的日常生活。维修队全体人员24
小时在岗，吃住在单位，保证疫情期间供
水管线有故障能够及时排除。公司增加
水源水和出厂水检测频次，由原来的每天
一次检测增加到早晚各一次，水质指标合
格率均达100%，全力保障疫情防控期间
饮用水安全。

目前，利民开发区自来水公司厂区内物
资充足，各部门工作井然有序，供水稳定。

哈尔滨新区利民供水公司

厂区封闭管理 确保供水安全

生活报记者 李丹 文/摄
清晨6点，香坊区城管局环境卫

生清洁中心崔晓雨出发，身为公共
卫生间管理中队中队长，他前往所
在辖区内的一处公厕抽检。随着防
疫要求的提高，崔晓雨日监督消杀
50座公厕，每日16个小时工作时
间，然而吃饭却往往仅用10分钟。

连日来，崔晓雨的工作增添了

许多“硬指标”，“每天从6点到晚上
10点左右，工作时间，要检查公厕
消杀工作，市民如厕后一人一消
杀，保证接触区域及时消杀。”

站在三辅街上的一处公厕外，
崔晓雨核查二维码，与公厕作业人
员叮嘱按流程消杀，走进公厕内，
检查防疫宣传画，并针对每一个如
厕后的市民，引导式的提示洗手，

“这样的话不但要随时对接市民，
我还要和100名我们的作业者反复
强调，一天检查50座公厕，两万步
那是很平常的事情。”

目前，崔晓雨和同事们又接到
了志愿核酸检测的任务，按照工作
流程进行推进，“提示如厕的市民，
第一扫码，第二配戴口罩，如厕后
一定要冲水，为他人如厕营造良好
环境，作为清洁人员，我们也会尽
全力消杀、保洁，希望疫情早日过
去，静待春暖花开。”

香坊区城管局环境卫生清洁中心崔晓雨香坊区城管局环境卫生清洁中心崔晓雨

日监督消杀日监督消杀5050座公厕座公厕
工作工作1616小时吃饭仅小时吃饭仅1010分钟分钟

捐款方式
1.网络捐款

打 开 微 信 或
支 付 宝 ，扫 二 维
码 ，点“ 我 要 支
持”。
2.银行汇款

户名：黑龙江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开户行：哈尔滨银行南岗支行
账号：1239010395785339
备注：捐款请注明“抗击疫情”

办公电话：0451-53625012
办公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清明七

道街35号希望大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