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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体彩 出租出售
刊登
电话13796106320

急 售 别 墅
哈尔滨私产别墅，因

房 主 出 国 着 急 售 卖 ，6000
元/平米。房屋建筑面积约
400 平米，车库 1 个（可停两
台车），毛坯房，别墅内自带
庭院面积 1000 平米，院内山
林约 2000 平米。小区还配
套高尔夫球练习场、钓鱼
池、滑雪练习场、温泉等设
施，免费对业主开放。

联 系 电 话
18645184468

急售写字间/办公室两套
哈尔滨道里区上海街

7 号海上银座写字楼，因房
主迁移外省着急售卖，价格
可面谈。房屋建筑面积一套
130 平米；另一套 170 平米，
精装修，两套房在一个楼层，
可一并购买也可单独出售。
房屋地点好，位置佳，属观江
房可俯瞰松花江，房主去年
重新装修完毕，新换中央空
调系统、供暖系统，且走廊正
对电梯门处有约 5 平方位置
可放置牌匾。

联系电话
18645184468

急售江北花园洋房
哈 尔 滨 江 北 区 天 鹅

湖花园小区 31 号楼洋房一
套，因房主迁移外省着急
售卖，价格可面谈。房屋
建 筑 面 积 180 平 米 ，四 楼
（顶层），毛坯房，三室二厅
二卫带阳台，地热房，属私
产房屋。房屋紧邻江北虎
园、哈尔滨大剧院，小区园
林面积占比 30%以上，环境
好，位置佳。

联系电话
18645184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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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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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蜗牛轰趴馆

18686833188

回收手机
爱格数码高价回收各种品
牌手机，可上门回收。

联系电话

蜗牛轰趴馆地处市中心，
距地铁 1 号线铁路局站 120 米，
交通方便。西部牛仔风格让您
畅享西部的自由与豪迈。无论
是生日派对、闺蜜聚会、团队建
设、家庭聚会、同学聚会、各式
主题派对、节日派对都可选择
在这里实现。高品质的 KTV、
私 人 影 院 、私 人 茶 道 、
XBOX360、先进的 VR 虚拟现
实、棋牌、台球、桌上足球、狼人
杀、高端电脑房（可畅快吃鸡
哟）、体感游戏、大型街机游戏
机、自助厨房、自助可乐机、净
化水设备。
地址：南岗区公司街72-2号

联系电话（微信同号）

13804510506

百业信息
刊登
电话13796106320

“高考后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
做家教，我也实现了这个愿望，给
一个准高三的学生补习数学。”于
敏说，她想通过努力挣点钱帮助父
母。这其实并不是于敏第一次自
己挣钱，她的第一桶金是在13岁
那年。“我当时小学刚毕业，学校有
一场篮球赛，我觉得现场肯定好多
人需要喝水，就去现场卖水了，比
赛打了三天，我卖了三天，挣了
800多块钱。”于敏说，那几天很
热，但是一想到能挣钱就坚持了下
来。

“高考后一直在学考四级的单
词，因为我们军训时期以英语成绩
为标准分AB班。”于敏笑着说，她
想进 A 班，感受一下全英文授
课。说到上大学以后的规划，于敏
说：“上大学以后，踏实学习，积极
参加社团活动。”

于敏终于通过努力考上了临
床医学专业，但是她也知道未来的
路还很长，她说：“学医需要学很多
年，成为一名医生我还任重道远。”
如果你也想帮助她早日实现医生
梦想，请向她伸出援助之手。

高考后
做家教为家庭分担

生活报讯（许褚）4日晚，体
彩超级大乐透第 21089 期开奖，
全国共中出3注一等奖，其中唯一
的一注奖金为 1800万元的追加
一等奖，被来自福州市购彩者李
先生幸运中得，两天后，李先生带
着中奖票现身福建省体育彩票管
理中心办理兑奖手续。

据李先生介绍，他与体彩的
缘分早在十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作为体彩大乐透的忠实“粉丝”，
平时他一直坚持采用守号的方式
进行投注。谈及此次中得 1800

万元大奖的这组号码，李先生说：
“一年多前，无意中看到过一份推
荐，然后我就研究了下当期的走
势图，两两结合，就选出了5注号
码，然后我就一直坚持购买这5注
号码，没想到其中的第四注号码，
竟然与开奖号码一个不差，实在
太幸运了。”

李先生说，暂时还没有想好
这笔巨奖的奖金该如何使用，先
存起来，将来可能会用作投资理
财和改善个人生活条件。临走
时，李先生还希望各位购彩者购

彩时，要抱着做公益的心态，做到
理性投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男子守号一年 中大乐透1800万

生活报讯（一晨）作为“中国体操之
乡”的湖北仙桃，曾摘得多块奥运金牌，却从
来没有中过大乐透一等奖。近期，当地实现
了零的突破，在美女业主的带领下，彩友们
凭借1584元的复式擒获大乐透1015万元！

11 日，中奖彩友代表之一卢先生在
46199体彩销售点业主徐芬的陪同下，搭乘
出租车赶到省体彩中心兑奖。徐芬说，这是
彩友们合买赢来的仙桃首个千万大奖。

开奖当晚，业主徐芬正在店里看开奖直
播，发现中了头奖后，她立即在微信群里报
喜，随后恭贺电话响个不停。徐芬说，这两
天店里彩友爆满，大家都想来沾沾喜气，她
不得不随时提醒大家要戴好口罩、做好防
疫。

中奖彩友代表卢先生说，尽管因为没有
追加投注使奖金“缩水”了不少，但自己并不
遗憾，“我们还可以继续投注、继续中奖，争
取下次中一个比这更大的奖项。”对于日后
的生活，他表示一切依旧，还会继续支持体
育彩票公益事业，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坚守一
份希望。

湖北仙桃

中出大乐透1015万

体育彩票
黑龙江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协办

生活报讯（见习记者齐杨如
意）14日晚，体彩大乐透第21093
期开奖，当期开奖号码为，前区：
20 25 27 28 31，后区：08 11。

本期全国共开出2注基本投
注一等奖，单注奖金1000万元，其
中一注选择追加，多得800万元追

加奖金。辽宁揽获一注追加头奖，
内蒙古中出一注基本头奖。

数据显示，辽宁中出的1800
万元追加投注一等奖出自沈阳，中
奖彩票为一张5注号码、15元投入
的单式追加票。

内蒙古中出1000万元基本投

注一等奖出自锡林郭勒，中奖彩票为
一张5注号码、10元投入的单式票。

二等奖开出66注，单注奖金
23.9万余元，其中19注选择追加，
多得19.1万余元奖金。本期大乐
透全国销量为3.02亿元，计奖结束
后，奖池余额9.48亿元。

前后区全开大号

大乐透头奖1注1800万
+1注1000万

1.银行转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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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市林甸县18岁于敏

学习到深夜 立志学医为父母治病
实习生 菅月 生活报记者 李丹

“她从小的梦想就是学医，高考非常争气，
考了551分，被哈医大临床医学专业录取了。”
于敏（化名）的母亲张艳华（化名）骄傲地告诉
生活报记者，从小学到高中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的于敏，没有辜负自己的努力，成功实现了梦
想。

2003年，于敏出生在大庆市林
甸县一个普通农村家庭。本来宁静
的生活，因为父亲于洪波（化名）的一
次意外事故被打破了。2008年，正
在工地干活的于洪波，没有注意到头
顶掉落的钢筋，意外被砸到，万幸的
是当时戴了安全帽保住了生命，但是
脑部受了外伤。“他当时被砸得颅骨
凹陷了，因为考虑到手术费用以及风
险性就选择了保守治疗，到现在脑袋
上还有一个坑。”张艳华说，那次意外
导致于洪波现在记忆力和体力都不
好，干不了重活，只能打零工。“我母
亲颈椎和腰椎都不好，而且还有慢性
脑梗，舍不得钱做手术，一直靠药物
维持。”于敏说。

父母相继患病
打破宁静生活

“我三姨姥是医生，从小耳濡目染，一直对医生这
个职业很向往，再加上我父母的身体情况，更加坚定
了我学医的信念。”于敏说，因为想为家人治病，她有
了学习的动力。“高三的时候，姥姥去世了，我从小和
她特别亲，当时感觉特别无能为力，当时我就想，如果
我自己是个医生该多好。”于敏回忆当时，语气中是满
满的遗憾。

有了信念，于敏更加坚定要努力学习。“我每天晚
上要学习到12点多，第二天5点开始上自习，所以特
别容易困，克服困意的方法就是站起来听课。”于敏表
示，她每次选座位都选在后排，因为怕总站起来听课
影响后面的同学。

选后排座站着听课克服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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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后效果很明显乘车排大队

3元差价“磨砺”4年

长途变公交

必须补盲点强服务挑战与机遇

选择的是运营模式

城际与城市

短程班车“优选”之路

公交化改造

2006年，阿城市成为了哈尔滨市的一个
区，其后关于长途客运班线如何变更公交一
事，就成为50余万阿城人关注的大事。当
时，记者曾多次采访哈尔滨市交通局运管处、
公交处负责人，及主管此事的副局长，得到的
答复是：既有长途客运班车的票价为10元，
调整为公交票价需降至8元以下；长途运营
班车多为个体，需要协调解决矛盾；管理标准
也需要统一，一个执行省标，一个执行市标；
车辆、场站等配置也需要改造。

10日，记者从哈尔滨市交通局公交管理部
门了解到，阿城区长途线路进行公交化改造
时，哈尔滨市公交系统还在进行油改气改革，
每一条公交线路的车辆、站场配置也在完善
中，阿城区长途线路的客运班车并不符合标
准；此外，这一线路的长途班车共有83辆，还需
要整合为一家公司管理。“哈市建设一条规范
公交线路，目前需要投入1800万左右的资金，
那时候也需要一半以上的钱吧。长途变公交，
软硬件条件都需要改善，确实是一道难题。”

时间过了4年，直到2010年5月，哈尔滨
市主城区到阿城区的长途班车，才真正施行了
公交化运营。当时，据哈尔滨市交通局主管副
局长介绍，哈尔滨市政府为此专门召开一次协
调会，才最终敲定了结果。601路和602路终
于开通了，票价从10元一位降到7元一位。

11日8时40分许，记者来到
公交601路位于哈站附近的始发
站，看到一辆公交车刚刚驶离站
台，而下辆公交车上座率已经达到
了一半。后车司机这样介绍，现在
是40分钟到60分钟发一辆车，客
流量还可以。来到调度室，张姓
女调度并不避讳地说，601路现有
车辆25台，由于检修等原因，今
天出车是23台。跑两圈勉强保
本儿，跑四圈就是赚到了。

驶入阿城区不同区域的601
路和602路，在进行长途线路公
交化改造后，几年内乘客都是排
大队乘车的状态，所以为满足市
民出行需求，603路也开通了。

“公司的车辆早就进行了更新换

代，都是统一车型，也和市内公交
一样是新能源纯电动车。”张调度
说，“长途变公交后，我们的效益
曾经有个爆发期，比以前个体经
营时要强很多，这些年也没有一
台车退出运营。”

据业内人士分析，阿城区长
途线路公交化改造的顺利完成，
得利于三方面：

一是线路运营车辆足够，能
够形成相对紧凑的间隔；

二是行政区划改变后，执行
的道路运输管理标准由省到市进
行了调整；

三是线路与高速公路和高铁
站点，重合交叉点相对较少，覆盖
面满足了市民出行需求。

其实，哈尔滨市最早完成长途班车公交
化改造的，是呼兰区。2004年呼兰县成为哈
尔滨市的一个区时，连通主城区与呼兰区的
长途班车票价是8元，还需要乘坐其他车辆
赶到公路大桥边换乘。2007年年底，551路
与552路公交线路开通后，主城区与呼兰新
区间的票价降到了2元，与呼兰老区间的票
价也降到了5元。这一举措的直接效果，是
呼兰区超过60万人的出行成本减负了。

老高时任教化公路客运站站长，那里也
是一路通往呼兰区公交车的始发站。他这样
分析，长途班车自站内发出后，途中尤其在市
区内，是不允许在站外上客的，违规就要被
罚；公交化改造后，虽然票价降了，但途中设
有多个站点，有上有下地循环，客流相对也增
加了；再者说，市民乘车更方便了，可以就近
选择乘车地点，不用再到指定地点上车。

后来，老高任道外公路客运站站长，这里
发出的班车大多是往来于哈尔滨市周边外
县，属于短程长途班车。“由于同属于大哈尔
滨，既有运输道路通畅，多数区域与高速公
路、高铁线路并不密接，线路里程也不算远，
都是可以考虑进行公交化改造的。”

然而，哈尔滨市对部分客运
班车进行公交化改造的进程，还
是停滞了10年。这期间，长途客
运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随
着城市环境治理深入推进，安发
桥、教化、大桥等客运站都相继关
闭；随着高速公路和高铁线路的
不断开通，很多长途客运班次的
客流开始大量流失；由于收入与
支出无法平衡，公路客运参与人
（管理方与运营方）都面临难以为
继的局面。

从2013年到2018年，哈市
多个客运站周边出现了“票贩子”
密集上街拉客问题，位于哈尔滨
火车站对面的南岗公路客运站
外，问题尤为突出，几方联手几经
治理都不见效果。一些客运线路
的班车车主直言，由于客流减少，

靠客运站内卖票，连管理费都交
不起了。老张曾任哈西客运站站
长，他说哈西公路客运站运营几
年，水电供暖等费用就已欠账数
千万元。

2018 年 3 月，我省出台了
《关于深化改革加快推进全省道
路客运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其
中一条就是加快农村客运班线公
交化改造，提升农村客运公共服
务水平。当年7月，哈尔滨市政
府网站即公布了一条信息：哈尔
滨至饶河桦南长途客运将试点公
交化运营，长途客运线路采取公
交循环发车模式运营，企业可以
根据客流情况确定发车间隔，不
仅可以保证企业效益，灵活的发
车方式也可以更好地为旅客出行
提供便利。

高速路网+高铁运行倒逼
城区+城际一体化发展需求

文/摄 龙头新闻记者 张同

今年3月，哈尔滨市到绥化市兰西县的
长途客运线路，实现了公交化改造。近半年
的运行，701 路城际公交，也渐渐为人熟知，
甚至有不少美食平台，将它们列为去榆林镇
吃筋饼的首选出行方式。

恰恰就在去年3月，曾经盛极一时的哈尔
滨市南岗公路客运站，退出了历史舞台，线路和
班车迁至哈西客运站运营；再前推一年，哈市出
台了通村客运班车公交化改造的实施办法……

有人说，哈佳、哈牡高铁投入使用，让公
路客运一蹶不振，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
草”。但部分长途客运班车的公交化改造，却
给公路客运的发展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其实，2016 年国家交通运输部就在“十
三五”发展规划中提出：建设高品质的城际客
运系统，支持毗邻地区客运班线公交化改
造。而哈尔滨市长途客运班线公交化运营，
更是早在2007年就已经“试水”了。

哈西公路客运站，与高铁站、机场
巴士密接。

长途客运公交化
之旅破冰破冰

2019年3月，哈尔滨市发布了“道路客
运转型升级实施办法”，减少审批环节，鼓励
通村客运班线进行公交化改造。机遇已经
摆在面前，但淘汰却已残酷地展开。2020
年3月，哈尔滨市南岗公路客运站客运班线
及客运班车整体迁移至哈西公路客运站运
营，原南岗公路客运站同步关闭。作为国家
一级客运站，南岗客运站曾经创下高峰客流
日均1.5万人至2万多人的纪录，随着省内高
速公路和高铁线路的不断延伸，常态日均客
流却已降至4000人左右。

“作为全省公路交通运输的中心和枢
纽，哈尔滨市的长途客运运营状况，也是全
省的一个缩影。”一位从事30余年公交管
理的业内人士说，比如牡丹江市到下辖穆
棱市间的客运，原来有40多辆班车在跑，
20多分钟就可以发一个班次，现在却只剩
下了几台班车，乘车要在早晚赶时间。“这
就是恶性发展了。如果早几年就开展公交
化运营，这样的结果也不会出现。”

他说，高速公路和高铁线路，永远也不
会修到每个村口，甚至是每个乡镇，但公路
客运却可以将触角延伸到这些地点。从这
个意义上说，公路客运仍有发展的空间，而
发展城际公交就是其中一个趋势，说白了
就是让部分长途客运班线选择城市公交的
运营模式，连接县、乡、村。核心是与需求
点位密接，加大车辆运行频次，通过满足乘
客更分散的出行需求，以求存续和发展。

“这其实是个转型和补点的过程。据我了
解，目前已经开通的城际公交，有连接绥化
市兰西县的线路，也有连接大庆市外县的
线路。”

记者了解到，今年3月，哈尔滨市往来
绥化市兰西县的客运班线变更为城际公
交，线路临时授予编码为701路（哈西线）、
702路（哈站线）。这个客运班线原来的票
价是21元一位，现在的票价是15元一位，
而且以“朱家”为分区点，过分区点上车，去
兰西方向只需10元。

12日8时许，记者来到哈西公路客运
站，在站外候车场看到有七八辆701路公
交在等候发车，它们的旁边还停放了机场
巴士。据一位管理人员介绍：“我们公司的
30辆运营班车，全部更换为宇通纯电动
车，全程80多公里的路程，120分钟内就
可完成，每车每天最多跑两圈半。”

记者了解到，这路城际公交在哈西与
公路、铁路、航空都实现了无缝接驳；中途
在凯德商圈、松花江公路大桥、太阳岛风景
区路口、北站、榆林镇等地点设站，连接了
多个“热点”。这路城际公交在改造后，仅
更换新能源班车就耗费了近2000万的资
金，也使得同步获批的702路公交化改造
遇到了难题，启动仍在筹措中。

“只要15块钱，这票价很有竞争力。
自驾的话，也可能被收取20元道桥费。”哈
市的王女士在此乘车，准备回老家看父母，
她说以后回家就乘城际公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