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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记者何兴丽）4月7日，哈
市交警部门联合新春社区将“流动车管
所”服务车开进南直路信恒茶城，共为社
区群众办理车驾管业务40余笔，现场解
答群众咨询30余次。

“真的太方便了！我儿子在国外，驾
驶证马上到期了，人又回不来，在家门口
就把延期换证业务给办了”，李先生高兴
地说。据悉，“流动车管所”服务车外观与
普通警车无异，却是一个集受理、查询、制
证、发证等功能于一体的服务“窗口”。当
天，为给社区群众提供更加便捷的公安交
管服务，民警还将“窗口”由车上移至信恒
茶城内，并与相关医院沟通，为群众现场
办理体检业务，提供“面对面”上门服务。
李女士工作在信恒茶城，她告诉记者，她
的驾驶证马上该换证了，由于工作繁忙，
一直没腾出时间去办理。这回“流动车管
所”开进了单位，几分钟就办理完成，省下
了去医院体检、往返车程和排队办理的时
间。此外，窗口民警在详细讲解业务办
理、所需文件及办理环节的同时，还对群
众实际需求进行意见和建议征集，共征集
意见15条。

下一步，交警车管流动车将继续深入
村屯、社区、企事业单位，为群众提供更加
方便、快捷的服务。

“流动车管所”办理车驾管业务如下：
一、驾驶证业务：1.驾驶证期满换证业

务（需要准备申请人身份证明原件，到县
级或部队团级以上医疗机构进行体检，一
寸白底免冠彩色照片）2.遗失补证（申请人
身份证明原件，一寸白底免冠彩色照片2
张）3.延期申请（申请人身份证明原件）4.

提交年度体检（申请人身份证明原件，到
县级或部队团级以上医疗机构进行体检）
5.申请校车资格（申请人身份证明原件，到
县级或部队团级以上医疗机构进行体检，
一寸白底免冠彩色照片3张）6.取消校车
资格（申请人身份证明原件，一寸白底免
冠彩色照片2张）7.驾驶证降型（申请人身
份证明原件，一寸白底免冠彩色照片2
张，60周岁以上超龄降型需要县级或者部
队团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身体条件证
明）8.异地转入期满换证（申请人身份证明
原件，一寸白底免冠彩色照片2张，到县
级或部队团级以上医疗机构进行体检）9.
异地转入遗失补证：申请人身份证明原
件，一寸白底免冠彩色照片2张(注：办理
七日后才可正常使用驾驶证）

二、车辆业务：1.车辆六年免检（保险
单副本，车主身份证或行驶证)2.变更车辆
联系方式：车主本人身份证明3.补行驶证
（车主本人身份证明）

“流动车管所”开进冰城社区
能办这些车驾管业务

生活报记者 王萌
春天来临，哈市学府路英伦名

邸小区的居民又迎回一位重要成
员，它就是一只可爱的红隼。这已
经是它第二年回家，居民们喜爱它，
因为它是一个捕鼠的能手。居民
说，小区里所有的猫加起来也不如
它捕的老鼠多。

“多亏这只漂亮的老鹰，我们小
区里的老鼠少多了。”小区居民口中
的老鹰实际上是一只红隼。

这只红隼的嘴和爪子是黄色
的，背羽是棕色，身上的羽毛呈现深
灰和浅灰两种颜色，通身还有黑色
的斑点。据居民们介绍，去年它第
一次在小区里安家，还生了一窝五
只小红隼，今年的4月4日，它又故
地重游，把小区高楼空调外挂机旁
边的一处空间当成了自己的家。

居民用长焦镜头记录下了这暖
心的一刻，去年也是这位居民用长
焦拍下了红隼一家其乐融融的场
面。

而今年，居民们又有了新发
现。“从图片上看，红隼抓住了一只
老鼠，这说明它的主要食物就是老
鼠，没想到在小区安家的红隼竟然
还是捕鼠能手。”拍照片的刘女士

说。
据居民们介绍，这张图片拍到

的不是个例，还有其他的居民也看
到了红隼吃老鼠。

刘女士说：“红隼来了之后，小
区的老鼠明显见少了，而且也不敢
明目张胆地在草地里钻来钻去了，
小区里养猫的不少，也有野猫，可是
现在抓老鼠的猫太少了，这只红隼
在小区里要是以老鼠为食，真是比
猫都好使，能控制鼠害。”

据介绍，红隼一般在秋天就会
飞走，居民希望它能捕捉更多的老
鼠，帮助小区清除四害。

据专家介绍，红隼在北方繁殖
的种群为夏候鸟，南方繁殖种群为
留鸟。春季3月中旬至4月中旬陆
续迁到北方繁殖地，10月初至10月
末迁离繁殖地。红隼经常在空中盘
旋，搜寻地面上的老鼠、雀形目鸟
类、蛙、蜥蜴、松鼠、蛇等小型脊椎动
物，也吃蝗虫、蚱蜢、蟋蟀等昆虫。

可爱的红隼回来了
还是个捕鼠能手

生活报讯（记者栾
德谦文/摄）近日，家住
群力家园的居民付女士
向记者反映，供水公司抄
表员把自家的用水量估
算的“太超前”了，付女士
很担心，如此估算，是否
要多负担额外的阶梯水
费？就此，记者也采访了
哈尔滨供水集团。

近日，哈市群力家园居民向本报报料平
台反映，她最近查看水表时发现，供水公司官
方微信号上查询到2月份自家的水表数为
101吨，提前扣费100多元。按照她家的正常
用水量，总感觉不应该这么费水。

4月初，在她查看水表数时发现，自家的
水表数才过90。她不明白，为何提前两个月
记录的水表数，要比两个月后还高？按照这
么估算，自家是不是要承担额外的超过年耗
水量150吨之外的阶梯水费？如果是租房

户，按照这样的估算，岂不是要提前支付几个
月的水费？

6日下午，记者来到哈市群力家园付女士
家,在门外的水表箱处，付女士指着自家的水
表告诉记者，“我家现在才94，这都4月份了，
都没到他们2月份估的数。我也打他们电话
投诉了，但是接电话的还是那个抄表员，解答
也不能让我们满意。”记者看到，付女士所指
的水表上，示数确实为“0094”。供水部门的
估算，的确有些“超前”。

4月水表数刚过90 2月水表数就按101算？

7日中午，哈尔滨供水集
团道里营业分公司营销七科
科长王超给记者来电反馈，他
已经一一解答了付女士的问
题：“我们已经跟用户沟通完
了，因为疫情期间，我们做了
一个平均水费的推估。”

记者问：“平均水费的推
估，能多出来这么多吗？”

王科长回答说：“因为在
2019年年底到2020年 8月
份的时候，她家这个小区有
一次智能水表改造，更换水
表。她家此期间，用水量比
较高。结果这次推算用水量
的时候，就给她家算得高了
一些。这可能也是我们的工
作出现了一些问题，我给她
道个歉。对于她担心多收的
会不会纳入阶梯水价当中，
我告诉她我们推估这个是不
会的。再有就是她担心下一

次会不会出现这个问题。我
也跟她保证了，如果不再小
区隔离，我们不会再这样做，
会到现场抄表，走到多少就
抄多少。然后她也问，如果3
个月后，她家水表还没走到
这个数怎么办，我说如果没
走到，我们也不会扣费，就是
正常抄表。如果再多走一个
字，就扣一个字的费用，多余
的没有。”

当天下午，付女士也发
来反馈表示：“供水公司一位
负责人跟我联系了。表示如
果没有疫情导致小区封闭进
不来，就不会再估算数据，提
前多收费，会按我家水表数
正常收费。我们就等着下次
出账再看数据是不是正常
了。非常感谢生活报记者帮
我联系，和供水公司沟通上
了。”

供水公司：
不会额外多收费
用户用到101前不会再收取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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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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咨询
婚姻出轨调查、情感咨询、找人
律师办案等一切疑难杂事
18646306558/13936254577

丢失声明

声明作废
★ 哈尔滨市博兴机械零部件
加工有限公司，开户银行：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
平 房 支 行 ， 账 号 ：
23001865851050510899，银行
预留印鉴公章丢失。

特此声明作废

★ 黑龙江凤龙旅游客运有限
公司遗失财务章，公章，法人章
（法人名：石毅）各一枚。

特此声明作废

★ 宋娜已购买的黑龙江省新
合作置业有限公司金色城邦D
区16栋1单元17-2室房屋商品
房买卖合同丢失，合同备案号：
18530161216。

特此声明

★ 本人麻皓铭不慎将哈尔滨
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疗住
院费票据遗失。收据开票日期：
2020 年 7 月 22 日 ，编 号
261300426951，金额 32022.62 元。

特此声明

★ 黑龙江晟唐互联网小额贷
款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230102300880871U，公
章编码：2301030104272的法定
名称章（公章），因使用不当导致
变形。

特此声明作废

★ 孩子姓名：张成珺，性别：
男，母亲姓名：裴雪，父亲姓名：
张挺，不慎将新生儿出生医学证
明丢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R230170873。

特此声明作废

★ 黑龙江启典建筑工程有限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230523MA1B5HAT3M）遗
失营业执照副本。

特此声明作废

★ 陶玉萍不慎将道路运输
许可证正副本丢失，车辆号牌：
黑 LE2336，经 营 许 可 证 号 ：
230182024945。

特此声明作废

★ 哈尔滨市道里区七雲阁茶
行，账号：140030122000186721，
开户行：哈尔滨农村商业银行新
阳路支行，在新阳路支行预留印鉴
公章、财务章、名章（黄艳玲）丢失。

特此声明作废

★ 本人张自强不慎将哈尔滨
市诚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
具 的 阿 城 区 达 仁 悦 城
G1-1-2002购房款票据遗失，
收据开票日期:2016 年 3 月 3
日，金额：36000元，收据编号：
4127404。

特此声明作废

★ 本人李梦瑶不慎将与哈尔
滨中海地产有限公司签署的中
海文昌公馆3号楼一单元2201
的购房合同丢失。

特此声明作废

★ 双城区周家镇金运摩托车
商店不慎将10份机动车发票丢
失。发票代码：123001021606
发票起始号码：00602371，发票
终止号码：00602380。

特此声明作废

★ 哈尔滨市道里区放肆茶饮
品店不慎将小食品经营核准证
副本丢失，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230102MA1BW53P0P，核准
证 编 号 ： XJYB （2019）
230102002214，经营者：连禹。

特此声明作废

★ 哈尔滨市道里区放肆茶饮
品店不慎将营业执照副本丢失，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230102MA1BW53P0P，经营
者：连禹。

特此声明作废

★ 哈尔滨市香坊区中北脊
柱 梳 理 店 不 慎 将 营 业 执 照
（正 、副）本 丢 失 ，注 册 号 ：
230106601052143。

特此声明作废

★ 哈尔滨市香坊区宗仁电
器经销商店不慎将营业执照
（正 、副）本 丢 失 ，注 册 号 ：
230106600311721。

特此声明作废

调查专栏调查专栏生活报讯（记者仲亮）7日，记者从
哈尔滨建设工程信息网获悉，哈尔滨市
二次供水泵站（房）、管网改造项目（第
一批次）第二期工程已由上级部门批准

建设，哈尔滨供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现
对项目施工和监理进行公开招标。该
项目计划工期为 4 月 26 日至 9 月 30
日。

该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江南主城区。
该项目配合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实施，改
造二次供水泵房等，项目分布于南岗区、
道里区、香坊区、平房区。记者从哈尔滨

供水集团了解到，涉及改造小区包括道
里区迎宾小区、南岗区闽江小区、香坊区
乐民小区、香坊区电塔小区、道外区滨海
小区等。

涉及迎宾小区 闽江小区 乐民小区 电塔小区 滨海小区等

哈市这些小区将改造二次供水泵房

生活报讯（记者周琳）7日，记者从黑龙江省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获悉，省疾控中心发布黑龙江省新冠疫苗接种单位
信息，截至4月6日，新冠疫苗接种单位增加至1924个。

我省新冠疫苗接种单位
增至1924个

生活报讯（记者李威兵）7日，哈尔
滨市单用途预付卡协会发布倡议书，倡
议企业规范、诚信经营。据介绍，哈尔滨
市单用途预付卡协会于今年1月成立，
协会将走访会员企业，加强预付卡监管
工作。

协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哈尔滨市
单用途预付卡协会由单用途预付卡有关
企业发起，并由预付卡相关银行、保险、
担保及系统开发、科研等单位自愿组成

的专业性非营利社会团体法人。协会于
2021年1月成立，协会的宗旨是宣传并
服务单用途预付卡业务，规范预付卡企
业经营行为，强化行业自律，保护诚信经
营者利益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哈尔滨市单用途预付卡协会将认真
学习先进城市的经验和做法，组织落实
相关法规，配合各主管部门加强监督管
理。积极走访服务会员企业，规范企业
经营，完善相关制度措施。

哈尔滨市单用途预付卡协会成立

将走访会员企业 加强预付卡监管

生活报讯（记者张立）7日，记者
从哈城投集团获悉，哈城投集团子公
司停车产业集团公司开展规范停车
收费服务大检查行动，3天内走访70
余处停车场，对违规圈占泊位现象进
行了清理，对发现的非法停车场进行
了及时举报和取缔。

据介绍，检查组走访公司自营封
闭停车场，重点检查停车场消防器材
配备使用、安全卫生环境、人员在岗
收费管理情况等，要求哈站南广场地
下停车场、青年广场地下停车场等位
于城市交通枢纽和商圈的停车场要
时刻保持停车场安全卫生有序。

检查组走访秋林商圈内自营停车
场时，发现在民益街与建设街交口存
在一处非法收费停车场，两名人员正
在非法收费，检查组第一时间进行报
警处理。哈市交管部门和辖区派出所
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查证、取缔，并对非
法收费人员进行行政处罚。同时，检
查组着重解决医大一院区域及东大直
街周边临街商户私自设立挡车桩影响
泊位使用的问题，在交管部门和执法

局的支持下，清理拆除铁岭街沿街挡
车桩9处，责令商户自行拆除挡车桩6
处，恢复了泊位正常使用。

检查组走访中央大街商圈、教化
商圈及西大直街区域停车场，发现深
业大厦处存在一处非法停车场，1人
正在非法收费，检查组第一时间进行
了报警处理。交管部门与辖区派出
所出警赶到现场查证、取缔，并对非
法收费人员进行行政处罚。

私自圈地收费 俩黑停车场被取缔

生活报讯（记者李丹文/摄）为解决寒冷
冬季给各类公共设施造成的蒙尘、破损等问
题，哈尔滨市城管办组织市直有关部门及各
设施产权管护单位，开展公共设施清洗整饰
工作。截至目前，全市共清洗各类设施4万
余处，维修各类设施2600余处；清洗交通护
栏、绿地栅栏等7万余延长米；清理乱贴乱画
1万余处；校正交通护栏8000余延长米，硬
性水泥隔离墩3000余延长米，调整扶正交通
标志365块；清洗整饰46个地下人防出入
口；维修损毁、倾斜街路指示牌118处，整治
歪斜门牌16320处；维修维护候车长廊218
处，维护电子站牌689个，维修扶正普通站牌
325根。

冰城开展公共设施大清理

清洗设施4万余处
维修设施2600余处

扫码看单位信息

生活报讯（记者仲亮文/摄）哈尔
滨市西大直街与教化街交口的立交桥
开始改造了，预计6月7日竣工通车，
将缓解周边区域的交通压力。

7日中午，记者来到西大直街与
教化街立交桥改造施工现场，桥下已
经设立了施工围挡，路旁设立了去往
和兴路和博物馆方向交通指示标志，
立交桥最上层已经封闭施工，大型机
械正在施工作业。

记者从哈尔滨市相关部门获悉，
西大直街与教化街立交改造工程位于
西大直街与教化街交口，目前，西大直
街与教化街交口为三层立交体系，最
上层为西大直街跨教化街高架桥，中
间层为地面环岛，最底层为教化街方
向地道桥。该项目将拆除西大直街方
向高架桥，并新建桥梁投影下的机动
车道，对现状桥梁两侧辅路进行铣刨

罩面；封闭现状环岛，拆除转盘道曲线
部分，新建桩基础、盖梁和空心板梁。

该工程施工主要包括立交桥拆除
施工、地道桥转盘道拆除施工、桩基础
及桥台盖梁施工、梁体施工和道路施
工五个部分，项目投用后将缓解区域
交通压力。

哈市西大直街教化街交口立交桥

改造施工忙 预计6月7号竣工通车

龙头新闻记者龙头新闻记者 荆天旭荆天旭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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