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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记者李丹）三伏天，哈市道里区城
管局环境卫生清洁中心采取全天候、不间断循环洒
水作业方式，对辖区主次街路、商圈及旅游景点周
边进行洒水、降温、除尘，有效减轻高温时段扬尘污
染。

生活报讯（记者李丹）近日，
哈尔滨持续高温天气，哈市道里区
城管局环境卫生清洁中心积极开
展防暑降温安全知识宣传，并为一
线环卫工人发放瓶装水，为环卫职
工安全作业保驾护航。

为环卫工为环卫工
送送““清凉清凉””

高温天带来“空调热”低价的全脱销
安装“不一定啥时候”得听师傅安排

生活报讯（王艳 记者李威兵）哈市最近天气持续高温，一
些市民打算买空调，但却发现商场里低价的空调早已全部脱销，
送货、安装也需要排队等候。近日，记者对网购平台进行查询，
并对哈市数家商场进行走访，持续高温的天气确实带来了一阵

“空调热”，也带来了一波“安装难”。

哈市一商场空调产品的
销售负责人告诉记者，相比往
年同期，目前空调的销售额增
长了150%，通过网络渠道订
购空调的消费者也不在少数，
预计这种销售火爆场景至少
要持续至7月底，“空调每天安
装量能达到1000-1200套，安

装师傅加班加点地工作。”
另一家卖场的销售员告

诉记者，近期，以空调、空调
扇、风扇为主的制冷电器销量
猛增，门店每天销售空调200
台左右，空调扇和风扇加一起
能卖300台左右，销量都是平
时的20倍。

高温天带来“空调热”

从7月11日开始进入三伏
天，哈市不仅持续高温，空气还
十分潮湿。哈市市民小王刚搬
进新家没多久，在家忍受了几
天高温，15号打算买空调。他
首先想到了网购，可在网上找
了半天，发现很多低价的空调
已经售完，并且就算有货，送货
上门也得至少5天左右。小王
觉得不如直接去商场买，“到了
商场，低价的空调也是全都没
货，中档价格的空调，送货也得
好几天，想装好使用，至少也得
等上一个星期。”

在京东、淘宝等网络购物
平台，部分大品牌低价空调很
多都显示无货状态，有货的空
调，大部分价格都在2300元

以上，送货时间基本都在5天
以上，安装还需要排队。16
日，记者拨打某空调客服电
话，工作人员说：“今天排号，
最快也要21号（五天后）能上
门安装，师傅忙不过来，大家
都在排队。”

16日，记者走访了哈市数
家商场，一家商场内的空调销
售人员指着货架上的展品说：

“其他的都不用看了，现在有
货的就两款，价格都在 3000
元以上，便宜的空调早就卖光
了。现在立即购买的话，也得
3天以后能送到家，可能4天
后安装，如果安装师傅忙不过
来，就不一定啥时候了，得听
师傅安排。”

安装最快排到五天后

生活报讯（记者李丹）
近日，哈尔滨市道里区城管
局环卫汽车队管理人员对
各垃圾转运站点卫生、消
杀、人员在岗等情况进行检
查。

检查中要求各生活垃圾
转运站点的地面、墙体每天
多频次用水冲洗，做到车走
站净。要求作业车辆和作业
设备多频次全方位的消杀工
作，不留死角。

垃圾转运站也垃圾转运站也““洗澡洗澡””
三伏天
全天候洒水降温

记者从业内人士了解到，近日，
哈市虽然空调销售量很高，但安装确
实是个问题。因为这个行业更容易
受天气影响，导致从事该行业的人员
较少，到了这种空调安装旺季，安装
师傅就成了稀缺资源，忙不过来，“都
得在楼外作业，属于高危行业，而且

只有热的时候活才多，所
以干这活的人越来越

少了。”

业内人士：
安装慢原因
是安装师傅少

新闻热线

2021·7·19 星期一 本版主编 郑璐 编辑 杨明乐 版式 赵博

A06身边 15504501528

广告

牡蛎 黄精 人参

前20名打进电话抢订成功，免费领取男士滋补品“玛卡”1斤！赠完即止！

黄精人参牡蛎片是由深海牡蛎为核心成分
的中老年男士专用产品，上市以来深得中老年
男士消费者的信赖。就以六七十岁的老年人为
例，不少人都被深海牡蛎的活性成分所吸引。

第一：深海牡蛎属于雌雄一体的海洋生物，
营养易吸收。第二：深海牡蛎营养成分全面（富
含铁、镁等微量元素），这些营养成分天然纯正
滋养。第三：针对性研发，黄精人参牡蛎片从选
材到配伍都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研发，以“药
食同源”为根基，人参合并牡蛎肽，因纯度高每
日只需1片，营养全吸收好。服用过程中，有本
报客服专员全程电话指导，吃的放心。

关爱男士 1元体验
黄精人参牡蛎片1盒60片，可吃2个月，一天只需1元钱

应广大男士朋友强烈要求，本报推
出黄精人参牡蛎片体验活动，凡是电话
报名的读者每天只要1元钱，就可一次
性申领1年（365天）6盒量，正常市场售
价超过千元。好产品先体验，用过的朋
友纷纷点赞，口碑相传，回头客不断！

11元体元体验验

本报指定药店地址：南岗区通达街151号与清明四道街交口
抢购热线：400-6197-008【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出 兑
松北区龙江第一

村轰趴别墅旺季出兑，
300平米，25万装修，现只
兑5万，装修加全套设备，
另加租金，适用于轰趴，
网红店，个人会所等。

联 系 电 话

13339405626

富氧泉负氧离子液
富氧泉负氧离子

液诚招全国代理商，负氧
离子液使用方便，持久释
放 负 氧 离 子 ，含 量 达
5000/cm3 净化空气，抗菌
除醛，新房净化、学校、办
公场所优选。

加盟电话

19845256893
滨牌汽车修配厂

好 消 息 ！ 好 消
息！（松北区）滨牌汽车修
配厂开业了！现承接社
会车辆，单位车辆，维护
保养、换油、钣金、喷漆、
内燃、轮胎、维修。诚招
学徒工若干名。

电 话
0451-55339222
13946058868
地址：松北区高科路2
号（松北交警队对面）

刊登电话

13796106320

百业信息

生活报中缝房产公示类广告
受理地址：哈尔滨道里区地段
街1号生活报一楼阳光大厅

刊登电话：84681180

生活报中缝房产公示类广告
仅在地段街 1号报社阳光大厅
受理，只收取登报备案手续复印
件，原件由房主自己保存。

当天办理，次日见报。登报请通
过正规渠道办理，避免经济损失！

特别提示

老 年 公 寓
招 生 招 聘
丢 失 声 明
注 销 减 资
通 知 公 告
房 产 公 示
催 缴 公 告
出 租 出 售
环 评 公 告
百 业 信 息

生活报讯（记者栾德谦文/摄）
18日上午，哈尔滨火车站站台上，
一男子突然倒地抽搐不止。正在赶
火车的旅客们纷纷放下手中的行
李，上前帮忙，接站员发现这一情况
后，也疏导旅客，参与救助……

18日9时48分，从齐齐哈尔南
开往北京朝阳的G928次高铁刚刚
驶入哈尔滨火车站，一名正在站台
上排队候车的男子突然倒地抽搐。

正好路过的记者看到，几名候
车旅客没有赶着离开上火车，而是
留下来照顾这名男子。一名中年女
旅客第一时间上前，掰开嘴，防止其
咬到舌头；另一名旅客急忙上前帮
忙掐人中。

很快，站台上的接站员在组织
其他旅客顺利上车后，立即赶了过
来，疏散围观旅客，帮忙抬起头部，
掐人中……见到两名铁路工作人员

赶来，此前参与救助的中年女旅客
才表示，“我得赶火车了，他如果要
吐，一定让他侧身，别堵塞气管
……”

随后，记者看到，两名接站员同
时陪护在男子身旁，帮助看管男子
的背包和手机等物品。

几分钟后，男子开始有了自主
意识，逐渐能够起身，并点头向接站
员表示感谢。

男子站台候车突然倒地抽搐
旅客、接站员轮流救助 几分钟后恢复意识

生活报讯（记者史天一）16日，在哈市道里区航
运公安分局码头处附近，两名游泳爱好者因体力不支
先后遇险，所幸航运分局民警及时将两人救上岸。

通过视频记者看到，两名男子在江内体力不支，拽
着钢丝绳，民警用船只进行救援。

据哈市公安局航运分局江上救助打捞队民警刘喜
臣介绍，16日15时左右，当时我们正在江上巡逻，突
然听到岸边人在大声呼救。“我们赶到后，发现一位老
师傅扶着船马上要吸到船下去了，我们拽他手，但是没
拽到，随后把钢丝绳向下按，让他拽住钢丝绳，拽住后，
这名老师傅才缓过劲，顺着钢丝绳上岸了。被救男子
大概60多岁，上岸后连说谢谢。”

另外，16日13时左右，一名62岁男子在游泳时体
力不支，双手拽住钢丝绳呼救，民警将其救上岸。民警
表示，最近几日已经成功救援4人，这些人都是在上游
不远处游泳，顺流往下游时因体力不支发生的危险。

民警提示：夏季游泳爱好者尽量要去浅水区，远离
船舶码头，目前江水大急流多注意安全！

一天 两名游泳爱好者体力不支遇险
民警救援及时 江水大急流多可得注意安全

生活报讯 (记者黄迎峰) 近日，哈
市道里区一女子偷拿超市中装有五千
余元的背包，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
留。

不久前，新华派出所接到赵某报警
称，他在顾乡大街经营了一家超市，摊
位中的棕红色双肩背包被盗，包里有重
要物品和现金5800余元。

接警后，民警立即开展调查。经过
两天的连续工作，民警最终在新华街一
居民楼内将嫌疑人周某抓获。搜查发
现被害人背包及现金5800余元。经讯
问，嫌疑人周某对盗窃的犯罪事实供认
不讳。目前，犯罪嫌疑人周某因涉嫌盗
窃罪已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案件还在
进一步办理中。

女子超市内将装5800元背包顺走
两天后就被抓

生活报讯 (记者黄迎峰) 近日，哈市
道里公安分局安静派出所经细致摸排，
快速出击，成功抓获一名涉嫌帮助信息
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在逃人员。

15日，道里分局安静派出所民警在
对辖区逃犯信息梳理时，发现辖区内新
增一名网上逃犯孙某杰，14日因涉嫌

“帮信”犯罪被辽宁丹东公安局列为网
上逃犯。

派出所立即组织精干警力，对逃犯

的信息开展分析调查，对其住所进行摸
排，最终锁定孙某杰的活动轨迹，并于
15日中午将其在家中抓获。

经讯问，犯罪嫌疑人孙某杰是某通
讯部门下岗职工，对办理电话卡一事的
流程非常熟悉，找邻居、熟人、亲属等办
理手机卡50余张，非法获利10万余元
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犯罪嫌疑人孙某杰已移交辽
宁丹东警方。

女子曾是通讯公司员工女子曾是通讯公司员工

拉熟人办手机卡50余张获利10万

幸好遇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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