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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4城事 15004520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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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示
刊登
电话13796106320

本人魏高勇，公民身份证号：

230102196805314137，现为香坊

区卫生街 2 胡同 11 号（建筑面

积：16.41平方米）的受让人，《搬

迁验收小票》房屋喷号：A2-26，
已将该房屋实际交付本人，由本

人实际占有。本人自愿承诺，该

房屋已为本人所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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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共同送达哈尔滨市香坊区

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

异议书面材料送达地址：哈

尔滨市香坊区人民政府房屋征

收办公室，香坊区旭东街 55-7
号，联系电话：0451-82956747

公 示

出租出售
13796106320

名片、彩页、印刷
免费设计、免费发货

出 售 房 屋

刊登
电话

名片/彩页/印刷、
宣传册，各种纸质印刷
品、价格优惠。

联 系 电 话
0451-82425822

出 售 房 屋
出售淮河小区（会

展中心药六附近）二室一
厅一套，使用面积约 42㎡房子（四楼共六层，无
冷山，南北向，明厅）。售
价 39.5万，可谈。

联系电话
14745158078

出售文教小区（革
新街附近）小三室一套，
使用面积约 54㎡房子（七
楼顶，无冷山，南北向）。
售价 39.5万，可谈。

联系电话
15645102654

道外温州商贸城住
房。四楼：使用面积70平
方米，有空中庭院，安静，
宜居，可办公，价格面议。

联 系 电 话
15604510727

房屋出租、出售

生活报讯（记者梁晨）近日，黑龙
江省文明办、省委教育工委、省市场监督
管理局、省商务厅联合印发《“摒弃浪费
守护安全”倡议书》，以“尚俭崇信，守护
阳光下的盘中餐”为主题，向全省机关、
企事业单位、学校、餐饮经营者和广大消
费者发出倡议。

倡导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

消费理念。广大消费者在生活中要培养
形成科学健康、物尽其用、防止浪费的良
好习惯，按照实际需求采购、储存和制作
食品。

倡导餐饮经营者采取有效措施防止
食品浪费。餐饮经营者要建立完善采
购、储存、加工食品的制度流程，加强餐
饮服务人员职业培训。

倡导机关、企事业单位将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作为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重要
内容。加强反食品浪费宣传教育和科学
普及，继续开展“光盘行动”，倡导文明、
健康、科学的饮食文化，增强公众反食品
浪费意识。

倡导开展反食品浪费法律、法规以
及相关标准和知识的公益宣传。

我省多部门联合发出倡议：尚俭崇信 守护阳光下的盘中餐

生活报讯（记者何兴丽）记
者18日从哈市公安交通管理局
获悉，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哈市交
警部门将新增的17处交通技术
监控设备点位予以公示，主要针
对违法停车、违反标志标线、不系
安全带、驾车接打电话、闯红灯、
不礼让行人、货车限行、超速违法
等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抓拍摄录。
点位如下：

冰城新增17处交通违法电子摄录点位

生活报讯（记者梁晨）日前，由哈
市发改委组织编制的《哈尔滨市提升城
市国际影响力“十四五”发展规划》印发
实施。

《规划》提出到2025年，航空港年
旅客吞吐量达到4200万人次，国际(地
区)定期直飞航线数超过50条，国际(地

区)航空货邮吞吐量突破40万吨，哈俄
班列发运量年实现1.2万标箱，利用外
资4.3亿美元，世界500强 40家以上，
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7%，年度举办国
际会展 20 次，国际友好城市达到 80
个。

《规划》提出了打造国际交通枢纽、

建立国际化开放平台体系、建设开放型
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国际交流特色城
市、增强区域创新能力、建设国际生态
宜居城市等六方面主要任务。同时，提
出形成工作合力、强化资金保障、加强
宣传推介、营造一流营商环境等四项保
障措施。

哈市“十四五”发展规划发布

到2025年 世界500强40家以上
国际友好城市达到80个 近日，大兴安岭林业集团呼中

林业局保护地管理科工作人员在
野外作业时，意外发现10余株国
家珍稀濒危一级保护植物紫点杓
兰。据考证，紫点杓兰已列入中国
《国家一级保护植物名录》，列入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
名录》(IUCN)——濒危(EN)。

据了解，紫点杓兰一般生长在
透水和保水性良好的倾斜山坡或
石隙、稀疏的山草旁、次生杂木林
阴下；有遮阴、日照时间短或只有
星散漏光的地方；空气湿度大且空
气能流通的地方，有时也生于山溪
边峭壁之上。分布在中国黑龙江、
吉林、辽宁、内蒙古、河北、山西、山
东、陕西、宁夏、四川、云南西北部
和西藏。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
红色名录显示，紫点杓兰的种群和
分布区域在过去数十年中呈下降
趋势，数量减少。这次能够在大兴
安岭野外成功发现10余株，十分
少见。 据央视新闻客户端报道

10余株
紫点杓兰
现身大兴安岭
系国家珍稀濒危
一级保护植物

生活报讯（记者仲亮）18日，记者
从哈尔滨建设工程信息网获悉，北门街
高架桥、民生尚都二期棚改配套道路工
程等16条街路改造项目已上级主管部
门批准建设，建设资金来自市政府统筹
投入，出资比例为100%。

1、北门街高架工程:全长3.4公里。
全线采用高架型式，高架桥梁为双向6
车道标准，地面辅道为双向 8 车道标
准。配套建设照明、交通设施、绿化、排
水等附属设施工程。

2、安通街打通工程（一期）：全长
3.4公里，红线宽度45-60米，通乡街至
安通六道街段由现状双向4车道拓宽至
双向8车道标准，安通六道街至电碳路
段新建道路双向8车道标准。跨铁路在
现有地道南侧新建20米宽地道桥1座，
同时新建跨信义沟桥1座。配套建设排
水、照明、交通设施等附属设施工程；

3、民生尚都二期棚改配套道路工

程：总长度2746.501米，红线宽20米，双
向2车道，城市支路标准；491路：起点秦
岭路，终点青山路，长约0.5公里；523路：
起点秦岭路，终点青山路，长约0.6公里；
508路：起点青山路，终点天平西路，长约
0.5公里；376路：起点群力第五大道，终
点群力第六大道，长约0.4公里；434路：
起点群力第六大道，终点光明大街，长约
0.5公里；431路：起点群力第六大道，终
点光明大街，长约0.5公里；

4、哈双前路（王岗南大街）道路工
程：全长 1593 米，红线宽度 40 米，新建
机动车道25米，双向6车道；

5、华南街道路工程：全长480米，红
线宽40米，双向6车道；

6、郭地方路道路工程：全长800米，
满足勤劳村棚改回迁进户需要;

7、乐园街道路工程:全长 1674 米，
红线40米，地道桥200米。

8、双榆地区道路工程:全长 1.4391

公里，红线宽40米，双向6车道;
9、规划路（禧龙大街）工程:全长

1390米，红线宽40米，双向46车道;
10、规 划 七 路 道 路 工 程: 全 长

1805.854 米，双向 2 车道，新建道路，雨
水、污水管线。

11、海河东路打通工程：全长 550
米，红线宽30米，双向4车道；

12、哈西客站北广场周边区域成片
土地开发项目武威路（南开街）：全长
617米，红线宽60米，上跨何家沟辅桥，

道路、给水、排水、照明、绿化、交通工
程；

13、科研路道路工程：全长 1.58 公
里。其中长寿路至三合路段新建排水
工程；哈平路至三合路新建双向6车道；

14、安阳路（北侧半幅）：全长 2210
米，红线50米；

15、新马路延伸工程：全长309米，
红线宽 20 米，新建机动车道宽 8 米，双
向2车道；

16、道里南北路5：长度0.85公里。

北门街高架工程北门街高架工程、、海河东路打通工程……海河东路打通工程……

冰城拟改造冰城拟改造 1166条路条路
看看有没有你看看有没有你家门口的家门口的

1、松浦大桥
2、松花江公路大桥
3、滨北线松花江公铁两用桥
4、中源大道学海街
5、中源大道丁香大道
6、中源大道东北亚大街
7、中源大道松浦大道
8、松浦大道江北中环路
9、滨水大道船厂街

10、火车头街33号
11、火车头街候车室
12、北棵小区14号门
13、北棵街5号
14、北棵街与桦树街交口
15、南棵头道街与桦树街交口
16、南棵头道街62号
17、南棵街6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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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发银行·第十届黑龙江徒步节

用脚步丈量生活的美好
生活报讯（齐杨如意 记者吴哲）

24日，生活报运动季“浦发银行·2021
第十届黑龙江徒步节”将在松花江沿岸
快乐行进，届时，徒步大军又将浩浩荡
荡向前进。本届徒步节的主题为：徒步
龙江 走出健康。旨在抗击疫情取得阶
段性胜利的局面下，大美龙江风采依
旧，我省各行各业的群众仍将以健康向
上的精神面貌，建设美好家园，见证冰
城发展。

迄今为止，生活报运动季·黑龙江
徒步节已成功举办了九届，秉持着“健
康、绿色、惊喜、旅游”的理念，让徒步变
成了一个节日。自徒步节诞生之日起，
每一年都有一个与之相呼应的主题，
2011年的首届徒步节，以大美湿地为
主题，数万健身群众走进太阳岛，湿地
游成为活动亮点；2012年第二届徒步
节以“看新城”为主题，终点设在群力的
黑龙江文化产业中心广场；2013年，徒

步节紧随哈尔滨市的旅游政策，以“徒
步健身+湿地旅游”为主题，并首次通过
生活报官方微博进行现场直播；2014
年，徒步节实现地市县三级联动，在我
省19个地市县同时拉开大幕，近20万
人参与其中，打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2015年，升级版的黑龙江国际徒步节，
吸引众多国际友人助阵，更带国际范
儿；2016年和2017年，徒步节加入公益
元素，为龙江山区贫困儿童和留守儿童

募集善款；2019年，徒步节以环保为活
动主题，号召市民爱护环境，节约能
源。今年徒步节，主题变成了“徒步龙
江 走出健康”，因为2020年疫情的缘
故，徒步节被按下了休止符，经过漫长
的等待，终于可以在这个盛夏，号召大
家再次回归户外，欣赏家乡美景。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徒步节报名截
止时间为19日16时，没有报名的您，抓
紧哦。

合作伙伴（排名不分前后）：

承办：

总冠名：

主办：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

装备领取地点：

1、浦发银行南岗支行 南岗
区自兴街26、28、30号

2、浦发银行中央大街支行
道里区尚志大街103号

3、浦发银行爱建支行 道里
区上海街108号

4、浦发银行道外支行 道外
区南极街165－5号

5、浦发银行友谊支行 道里
区丽江路4095号

6、浦发银行南城支行 平房
区友协大街59号

7、浦发银行南通大街支行
南通大街230号

8、浦发银行金江支行 道里
区工农大街457号

9、浦发银行松北支行 松北
区世贸大道114号

10、浦发银行哈药路支行 道
里区哈药路190号

11、浦发银行大新支行 道外
区大新街358号、360号1－2层

12、浦发银行禧龙支行 道外
区禧龙大街112号

13、浦发银行太古支行 道外
区南十六道街66号

14、浦发银行康安支行 道里
区康安路副34号2号综合楼1层

免责条款：

凡报名参加活动者需身体健
康，并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如
在活动中发生人身损害等不良后
果，均在本次约定之保险范围内
解决，召集人不承担其他任何赔
偿和相关责任。关于免除组织者
赔偿责任之约定效力适用于本次
活动所有参加者，报名即视为同
意本声明。

报名须知：

1、中国平安为本次黑龙江徒步节参
与人员意外险独家承保单位（注：如报名
个人信息填写有误，耽误出险后果自
负）。本活动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范围为
18周岁以上、65周岁以下参与者。

2、因人数众多，报名后因个人原因
无法参加，一概不退报名费。

3、活动名额有限，额满即止。

活动装备：

1、印有活动主题的运动速干T恤一
件；

2、赠饮：纯悦瓶装水2瓶；
3、户外束口双肩背包；
4、遮阳帽；
5、口罩。

集结时间：

7月24日7:30

出发地点：

音乐公园广场（音乐博物馆群力馆：
景江东路与友谊西路交口）

行进路线：

音乐公园广场—友谊西路—防洪纪
念塔—滨洲铁路桥—警备街—风景街—
太阳岛轮渡码头

活动流程：

1、确认报名：提交个人信息并确认
交费成功即报名成功。

2、领取装备：请报名成功者关注生
活报、生活报官微，将于开赛前确定发放
装备时间和地点，需提前领走装备。

3、活动当日：穿着活动订制T恤，按
时抵达音乐公园广场，简短的仪式后集
体出发。（注：提前出发将领取不了补给
水哦！）

4、行进路程中设有两处补水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