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热线

2021·8·16 星期一 一版二版主编 孙堃 一版编辑 杨雨轩 二版编辑 薛莹 版式 赵博

A02要闻 15776896853 公 示
刊登
电话13796106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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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市政府关于历史遗留不
动产权办理的相关规定。现对以
下房屋的不动产权现受人公示如
下：

本人张新忠为众和城小区21
栋2单元4楼4室房屋（建筑面积
73.41平方米）的受让人，原房屋所
有人已将该房屋实际交付给本人，
由本人实际占有。本人已自愿作
出承诺，现张新忠以上述房屋所有
权人的身份，申请办理上述房屋

《不动产权登记证书》手续。
本人刘春玲为众和城小区21

栋2单元5楼4室房屋（建筑面积
73.17平方米）的受让人，原房屋所
有人已将该房屋实际交付给本人，
由本人实际占有。本人已自愿作
出承诺，现刘春玲以上述房屋所有
权人的身份，申请办理上述房屋

《不动产权登记证书》手续。
本人孙华勋为众和城小区21

栋2单元6楼4室房屋（建筑面积
73.48平方米）的受让人，原房屋所
有人已将该房屋实际交付给本人，
由本人实际占有。本人已自愿作
出承诺，现孙华勋以上述房屋所有
权人的身份，申请办理上述房屋

《不动产权登记证书》手续。
本人刘滨江为众和城小区18

栋2单元28楼1室房屋（建筑面积
71.06平方米）的受让人，原房屋所
有人已将该房屋实际交付给本人，
由本人实际占有。本人已自愿作
出承诺，现刘滨江以上述房屋所有
权人的身份，申请办理上述房屋

《不动产权登记证书》手续。
本人孙淼为众和城小区21栋

2 单元 27 楼 4 室房屋（建筑面积
73.48平方米）的受让人，原房屋所
有人已将该房屋实际交付给本人，
由本人实际占有。本人已自愿作
出承诺，现孙淼以上述房屋所有权
人的身份，申请办理上述房屋《不
动产权登记证书》手续。

本人张传会为众和城小区18
栋 2单元 28楼 03室房屋（建筑面
积70.49平方米）的受让人，原房屋
所有人已将该房屋实际交付给本
人，由本人实际占有。本人已自愿
作出承诺，现张传会以上述房屋所
有权人的身份，申请办理上述房屋

《不动产权登记证书》手续。
本人陈秀云为众和城小区18

栋 2单元 28楼 02室房屋（建筑面
积70.68平方米）的受让人，原房屋
所有人已将该房屋实际交付给本
人，由本人实际占有。本人已自愿
作出承诺，现陈秀云以上述房屋所
有权人的身份，申请办理上述房屋

《不动产权登记证书》手续。
本人祝晶为北岸众和城小区

18栋3单元28楼01室房屋（建筑
面积70.37平方米）的受让人，原房
屋所有人已将该房屋实际交付给
本人，由本人实际占有。本人已自
愿作出承诺，现祝晶以上述房屋所
有权人的身份，申请办理上述房屋

《不动产权登记证书》手续。
本人刘秀玉为北岸众和城小

区17栋1单元28楼03室房屋（建
筑面积73.90平方米）的受让人，原
房屋所有人已将该房屋实际交付
给本人，由本人实际占有。本人已
自愿作出承诺，现刘秀玉以上述房
屋所有权人的身份，申请办理上述
房屋《不动产权登记证书》手续。

如对上述房屋所有权人存有
异议的，请在此公示发布之日起15
个工作日内，向哈尔滨市松北区棚
户区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
哈尔滨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事务中
心松北分中心提出异议申请。

哈尔滨市松北区棚户区改造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地址：松北区
松 北 一 路 38 号 321 室 ；电 话 ：
84013325。

哈尔滨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事
务中心松北分中心地址：松北区松
北一路8号；电话：84094154。

哈尔滨市松北区棚户区改造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哈尔滨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事
务中心松北分中心

2021年8月16日

公 示

生活报15日讯（周晓舟 记者栾德谦）
15日7时50分，牡佳高铁联调联试现场首
组CR400BF-G型复兴号高寒动车组从牡
丹江站缓缓驶出，这是复兴号高寒动车组
首次参与牡佳高铁联调联试，也是复兴号
动车组首次在我国最东端高寒高铁线路试
跑。

据生活报记者了解，牡佳高铁联调联
试自6月10日启动以来，分别进行了动车
组逐级提速试验、拉通试验、重联动车组逐
级提速试验、信号系统测试试验等内容，经
过轨道、通信、信号、接触网、供电、灾害监
测等系统的动态检测和调试，使各系统和
整体系统功能得到了优化。目前，动态检
测试验已基本完成，满足试运行条件。

据牡佳高铁联调联试指挥部介绍，时速
350公里复兴号高寒动车组是复兴号家族中
的最“抗冻”的成员，拥有耐低温、耐冰雪的

“独门绝技”，在零下40℃的极寒环境下也能
奔跑如常。据悉，此次兼容性测试采用了装
备CTCS-300H及CTCS-300S型车载设
备的CR400BF-G型高寒动车组进行运行
试验，通过兼容性测试，保证不同型号动车组
在牡佳高铁安全运行。

据铁路部门介绍，牡佳高铁联调联试
结束后，将转入运行试验阶段，为后续全线
开通运营奠定基础。

生活报15日讯（记者栾德谦）15
日，生活报记者从省水文水资源中心
获悉，全省共有5条河流24个站点超
警戒水位。松花江干流水位比前日上
涨0.03米，低于警戒水位0.33米。

截至8月15日8时，全省共有黑
龙江、嫩江、松花江、乌裕尔河、乌云河
等5条河流24个站点超过警戒水位
0.14～2.74米。其中：黑龙江干流黑
河至东极江段超警0.49～2.74米，嫩
江干流齐齐哈尔至大赉段超警0.46～
1.14米，松花江干流涝洲、肇源、同江
超警0.14～0.91米，乌云河东风站超
警 0.53 米，乌裕尔河龙安桥站超警
0.17米。其他江河水位均低于警戒水
位。

与历年同期相比，4条大江，黑龙

江干流水位整体偏高2.06～7.33米；
嫩江干流水位整体偏高 0.27～4.00
米；松花江干流水位整体偏高1.79～
3.12米；乌苏里江干流水位海青站高
0.21米、其他低0.73～1.13米。18条
中河，绥芬河、汤旺河等2条河流水
位基本持平；额木尔河、甘河、呼玛
河、讷谟尔河、诺敏河、雅鲁河等6条
河流水位偏高 0.21～0.56 米；呼兰
河、拉林河、蚂蚁河、牡丹江、穆棱河、
挠力河、通肯河、倭肯河、乌裕尔河、
逊毕拉河等 10 条河流水位偏低
0.15～1.37米。

松 花 江 干 流 哈 尔 滨 站 水 位
117.97米，比昨日上涨0.03米，低于
警戒水位0.33米，流量7250立方米/
秒。

我省3条大江水位同比整体偏高

松花江干流水位再上涨
低于警戒水位0.33米 生活报讯（记者李威兵）15日，

生活报记者从气象部门获悉，16日，
哈市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
量分布不均、局地雨量较大，16日起，
哈市略有升温，最高温能到28℃了；
16-18日风力较小，湿度大，夜间至
次日上午局地有雾，请注意预防。

全省天气，16日白天: 哈尔滨
东部、佳木斯西部、双鸭山西部、七
台河、鸡西西部、牡丹江多云有阵
雨，其中牡丹江局地有中雨，其他
地区晴有时多云。16日夜间到17
日白天:大兴安岭北部、哈尔滨东
部、佳木斯西部、七台河、牡丹江多
云有阵雨，其中牡丹江南部局地有

中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17日
夜间到 18 日白天:大兴安岭北部
小到中雨，牡丹江阵雨转晴，其他
地区晴有时多云。16日白天最高
气温:大兴安岭、黑河、伊春 26～
28℃，其他地区24～26℃。

16日白天：哈市多云，有分散性
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3级，最低
气 温 15～17℃ ，最 高 气 温 24～
26℃。16日夜间至17日白天：全市
多云间晴，东北风2～3级，最低气温
15～17℃，最高气温25～27℃。17
日夜间至18日白天：全市多云间晴，
偏东风2～3级，最低气温16～18℃，
最高气温26～28℃。

今起哈市略有升温
最高温能到28℃了

生活报讯（记者仲亮）15日，生活
报记者从哈尔滨市建设工程信息网获
悉，哈尔滨新区利民片区既有小区二次
供水设施改造工程（二期）施工已由上级
部门批准建设，该项目计划工期为9月
17日至11月15日。

依据招标文件，该项目建设共涉及8
个小区，分为宏信广场、南京花园、博莱
雅园、农行家属楼、环保局家属楼、213
车队、学苑小区、电力小区。该项目包含
站进水管、小区室外配水管网、泵站排水
管，泵房改造等工程。

哈尔滨新区利民片区居民请注意

这些小区将改造二次供水设施

生活报讯（记者仲亮）15日，生
活报记者从哈尔滨市建设工程信息
网获悉，哈尔滨市2021年智慧供暖
示范区项目（金山堡2021年智慧供
暖一期项目）采购项目已由上级主管
部门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哈尔滨金
山堡供热有限公司。

据了解，该项目将分为三个标段
进行建设，第一标段为金山堡第二运
营部-康泰嘉园小区，第二标段为哈发
调度室（文景街101号），第三标段为金
山堡公司供热区域，项目将建设二次
网单元、户端平衡示范区，更新哈发调
度平台基础设施及室温采集建设。

这个小区将建智慧供暖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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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积极打造哈尔滨全国大数据中心
重要基地，充分发挥综合优势，抢抓新基建
机遇，打造数字产业集群，形成立足东北、
服务全国的国家大数据中心重要基地，叫
响哈尔滨中国北方数据中心品牌。”黑龙江
省委财经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强调，“要加强
产学研深度融合，延伸大数据产业链，出台
一系列惠企政策，推动大数据中心特色化、
集群式发展。要切实强化项目支撑，支持
中国移动哈尔滨大数据中心打造一流运维
体系。”

近年来，大数据中心作为数据存储和应
用的关键基础设施，在政策红利和数字经济
加速发展双重刺激下，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
展机遇。中国移动哈尔滨数据中心作为中
国移动全国性战略部署的三大低成本超大
型数据中心之一，积极落实2020年省委财

经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精神，切实把新发展理
念贯穿建设、运营的各领域、全过程。

在科技创新方面，黑龙江移动依托中
国移动“联创+”体系，积极推动与高校、科
研院所合作，多次组织与哈工大等知名高
校专家座谈，探讨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绿
色节能等领域合作空间，联合哈尔滨工业
大学和深圳腾讯计算机有限公司等单位，
牵头打造了“基于物联网的大数据中心智
能运维管理系统”，项目总投入约2000万
元，并成功入选2021年黑龙江省科技重大
专项，获批省拨资金为484万元。

该项目综合考虑数据中心未来业务战
略目标，有效融合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
等新兴技术，研发统一的数据中心智能运维
管理系统，使用物联网传感器终端采集资源
管理等模块的数据，建立统一接入、标准化

数据中台，打通大数据中心数据孤岛，广泛
接入大数据中心园区拓扑、全量控制系统数
据、设备、传感器等数据。同时，该项目针对
大数据中心智能运维的一系列关键问题提
出人工智能算法，基于5G网络低时延特性，
使用VR、AR技术进行数据中心园区三维展
示，支持数据中心能耗、运维、告警、性能数
据实时展示，实现人机协同的数据中心智能
运维，降低园区运营成本，提升安全高效智
能化运营水平。

该项目突破五项关键技术，解决了行业
四大挑战，填补国内基于物联网的大数据中
心智能运维管理决策空白，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项目实施后，黑龙江移动将真正构建起

“大数据中心园区大脑”，大幅降低数据中心
运行风险、运营成本与能耗水平，全面提升
数据中心运维管理和支撑服务能力，提高服

务响应速度与客户满意度，为客户提供更为
优质的服务和感知。

黑龙江移动将切实践行初心使命，积极
响应省委、省政府号召，充分发挥综合优势，
抢抓新基建机遇，打造数字产业集群，提升
大数据运用能力和水平，形成立足东北、服
务全国的国家大数据中心重要基地，叫响哈
尔滨“中国北方数据中心”品牌，为“数字龙
江”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黑龙江移动推动与高校产研合作
打造“基于物联网的大数据中心智能运维管理系统”

广告信息广告信息

对于那些有老有小的夫妻来说，
七夕“仪式感”不是二人世界，是“全家
总动员”。所以，选择一个既适合老
人、又适合孩子、还能让自己放松的地
方，非常重要。

这个七夕，42岁的赵先生就选择
带一家人到森工平山皇家鹿苑度过。
他说：“这里山路平缓，非常适合老人
漫步；梅花鹿亲近可人，是孩子们的最
爱。几根胡萝卜便能让梅花鹿围绕在
老人、孩子身边亲密互动。而我和妻
子坐在草地上，一边看风景一边看着

老人、孩子的欢乐笑脸，即使没有甜言
蜜语，也会觉得幸福满满。”

和赵先生差不多，王女士的七夕
也是陪孩子在景区度过。“我们是三家
九个人一起来玩，非常开心。孩子们
不但喂了小鹿，还看到了驯鹿、黇鹿、
骆驼、矮马、羊驼、盘羊等多种食草动
物。还有堪称植物活化石的塔头草，
让孩子们非常长知识。”王女士说，这
个七夕过得很有意义，“你爱的人就在
身边，一起感受着大自然的美好，这就
是幸福的样子。”

喂小鹿、拍大片、祈福、看风景……

这个七夕 森工平山皇家鹿苑

爱，最长情的告白就是“一路有
你”。因为“路”与“鹿”谐音，七夕当
天，森工平山皇家鹿苑景区吸引了很
多情侣、夫妻打卡。

“这是我度过的最特别的一个七
夕，和他一起看风景、喂小鹿、融入大
自然，太惬意啦！”27岁的张天娇一
脸兴奋地说。从恋爱到结婚，她和老
公一起度过了八个七夕，每年都是吃
饭、看电影、逛街，今年夫妻俩决定换
一种方式过七夕，正好看见生活报和
森工平山皇家鹿苑联合推出“情侣同
行，一人免单”的活动，便报了名。一
路玩下来，夫妻俩都觉得特别嗨、特
别有新意。

“我们在这里拍了很多好看的照

片，每一张都有小鹿的身
影。”27岁的钢琴女教师小
高说，梅花鹿象征着美好，
她希望自己的爱情也可以
像这次活动寓意的那样“一
鹿有你”，一直走向美好。

“我们在这里不但和小
鹿欢乐互动玩得特别开心，
还打卡了驼峰岭、十八弯等
有寓意的地方。我和男朋
友已经商量携手步入婚姻殿堂，这个
七夕让梅花鹿见证我们的爱情特别
有意义。”30 岁的小倪一脸幸福地
说，她特别喜欢景区设立的“浪漫七
夕 一鹿有你”的打卡牌，他们一入园
就在那里拍下了爱的合影。

森工平山皇家鹿苑景色超美，纯
天然的欧陆风光，放眼望去，给人满满
的舒适和惬意感。山林苍翠、绿草如
茵、梅花鹿不时从身边经过任你抚摸
……在这样的环境里，拉着爱人的手，
一边散步一边看风景，就算什么都不
说，也能让对方感受到满满的爱意和
陪伴的幸福。 53岁的张先生就选择
以这样的方式陪妻子过七夕。

这是张先生和妻子第二次来森工
平山皇家鹿苑。“第一次来时就被这里
的景色吸引，蜿蜒的山路、漂亮的梅花
鹿、憨态可掬的羊驼，都给我们留下了
深刻印象。这一次，我和妻子漫步走
完了全程，登了驼峰岭、看了白桦林、
打卡了十八弯。尤其是和小鹿互动的

过程中，感觉非常舒适和放松，好像生
活中所有的压力和烦恼都瞬间消失了
一样。”张先生说，以前忙忙碌碌，中年
生活里少了很多仪式感，现在孩子上
了大学，有了更多空闲时间，他就想和
妻子好好过一个浪漫的七夕。

为了享受慢生活，张先生和妻子
此次选择了一个“特别”的出行方式，
从哈尔滨出发乘火车到平山站、再打
车到景区。“虽然往返时间占了旅程时
间的一半，但我和妻子说，沿途的一切
是风景也是生活。”张先生这样比喻
道：“逛景区就像感受爱情的高光时
刻，而一路往返则像平常生活。重要
的不是怎么走，而是一路相伴的幸
福。”

遛娃、陪老人“全家总动员”
超接地气的七夕也浪漫

远离尘世喧嚣
重拾不经意错过的仪式感

以鹿相伴
让梅花鹿见证甜蜜爱情

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
生活报讯（见习记者 唐海兵 记者 吴海鸥 薛宏莉）浪漫七夕，

以鹿相伴，让鹿见证美好爱情。8月14日，生活报联合森工平山
皇家鹿苑景区推出“情侣同行 一人免单”活动，百位读者带着“另
一半”在景区里度过了一个浪漫、别样的七夕节。喂小鹿、拍大
片、祈福、看风景……一些游客在回程时，还意犹未尽地翻看照片
说“下次还想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