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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龙祥拍卖有限公司接受委托，依法对一批机械设备进行网
络公开拍卖。

有意竞买者请持有效证件（身份证及竞买保证金存到拍卖公司指
定帐户，以资金到帐为准）并携带存款凭证到我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
续。（报名截止时间∶2021年8月29日下午13时前）

展样时间∶即日起 拍卖时间∶2021年8月30日上午10∶00
时拍卖竞价网址∶https∶//paimai.caa123.org.cn/
咨询电话∶18745041922陈女士
公司地址∶哈尔滨市香坊区红旗大街108号广瀚科技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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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龙祥拍卖有限公司接受委托以网络竞价的形式公开拍卖 ：
一、解放轻型厢式货车两台捆绑拍卖，参考价：1.1万元。二、哈尔滨市
南岗区河沟街31号1-2层房产，建筑面积589.87平方米，参考价：398.1
万元。三、哈尔滨松北新区世纪路南萧红大街东广电佳园 5DP-1 栋
1-2层14A号叠拼别墅，建筑面积255.84平方米，参考价：208.7万元。

拍卖时间：2021年 8月 30日上午 9时；拍卖网址：http://paimai.
caa123.org.cn；展样时间及地址: 2021年8月26-27日；标的物所在
地；竞买须知：有意竞买者请于2021年8月29日17时前交纳竞买保
证金，办理网络报名或微信网签。咨询电话及微信：13304618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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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

展示联系人：张先生13009846667
咨询电话：杜女士0451-87153333转1605
详情请登录：http://www.hrbggzy.org.cn

http://www.hljcq.org.cn
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中山路181号市民大厦4楼1-4号窗口

转让公告

我单位接受委托公开转让学伟国际城、香树湾、名人府邸3处房产。
房产转让明细表 单位：万元

我单位接受委托公开转让绥芬河市中建综合楼1处房产，参考建筑
面积407.65平方米，转让底价150.79万元，保证金45万元。

展示联系人：王女士84203282

序号
1
2
3

地址
学伟国际城A03栋4号商服

香树湾小区12号楼1单元1层2号
华山路名人府邸E栋24层C号

建筑面积(㎡)
40.06
118.78
251.83

转让底价
70.89
101.25
175.18

保证金
21
3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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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信达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接受委托，依法公开拍卖鹤岗市南
山区45委13组房产，建筑面积约104.5平方米，参考价8.88万元。另有
汇众牌、别克牌机动车三台。请有意竞买者持有效证件及竞买保证金
到我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登记截止时间：2021年8月28日12时
拍卖时间：2021年8月30日10时
展样时间（地点）：即日起（标的物所在地）
竞价网址：http://paimai.caa123.org.cn
咨询电话：0451—51911012、51916555 微信号：xindapaimai
公司地址：哈尔滨市道里区上海街6号海上银座A栋22层

助农电商平台
回馈生活报读者

价格一降到底/免费包邮

福建武夷山直邮福建武夷山直邮
简包装简包装

大红袍伴手礼礼盒：
88元/盒（150克）

正山小种伴手礼礼盒：
98元/盒（150克）

13613600156订购
电话

大红袍岩茶：约8.3克/泡，果香小种：约5克/泡

正山小种：158元/250克
赠送：98元大红袍/250克

13613600156订购
电话

大红袍6泡
原价19.9元/盒

特惠：买2盒送1盒

13613600156订购
电话

大红袍半斤装
原价98元/盒

特惠：买1盒送1盒

13613600156订购
电话

果香小种10泡
原价25.9元/盒

特惠：买2盒送1盒

13613600156订购
电话

喝好茶喝好茶

生活报中缝阅读指南

有温度的报纸有温度的报纸
有价值的便民信息有价值的便民信息

就看生活报就看生活报

1、周一、周日：
企业招聘专栏
个人求职免费刊登
2、周三、周六：
征婚专栏
3、周一到周日：
老年公寓专栏
4、周一到周日：
搬家专栏
5、周一到周日：
助农专栏—武夷山茶场
6、周一到周日：
丢失声明、公告专栏
7、周一到周日：
房产公示专栏

刊登
电话13796106320

1、按照电池容量大小进行充电。
2、充满之后及时断电。
3、夜间及凌晨引发着火不易及时发

现，所以充电最好在白天进行，有人看护。
4、充电环境须通风，避免车辆存放时

有暴晒、淋雨等情况。

5、不擅自改装、加装电动车蓄电池；不
购买、使用非标的锂离子蓄电池；不要在室
内、安全出口、疏散通道上为锂离子蓄电池
充电。

6、不盲目改装电动车。
7、远离易燃易爆物品。

预防电动车火灾 正确充电是关键

生活报讯（见习记者杨惠暄 记者黄迎
峰）近日，省林区公安局八面通分局民警
与辖区百姓携手救助了一只落单受伤的国
家二级保护动物红隼。

13日一大早，八面通林区居民吕某还
没完全清醒，就被窗户旁一只“大鸟”吓了一
跳。看着这位“不速之客”，吕某只好来到派
出所求助，称“家中飞入一只大鸟，外形凶
猛，爪子尖尖的，有点像鹰”。经民警初步鉴
定，确认该鸟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红隼。此
鸟已经成年，处于学飞阶段，因翅膀轻微刮

伤及体力不支，需进一步照顾救治。
民警将受伤的红隼带至派出所，

并准备好水和生肉进行喂养，经过民警
的精心照料，红隼体力、精神逐渐好转。
在民警多日的照料下，小红隼基本痊愈，
在请林业局专业人员评估其具备野外生
存能力、符合放飞条件后，民警于17日
在八面通林业局丛林成功将红隼放生。

居民家中飞来居民家中飞来““不速之客不速之客””

经鉴定为二级保护动物经鉴定为二级保护动物

生活报讯（陈玉国 记者时继
凯）在我省最北部的大兴安岭地
区，每年秋季在广袤的大森林里，
都会有大批迁移的鸟类途经于
此。为了保护这些成群结队陆续
南飞的鸟类，大兴安岭地区行署
（森林）公安局十八站分局森保大
队近日开展了撤毁“天罗地网”，构
建“候鸟家园”行动。

森保大队民警在候鸟栖息或
停留的主要区域加强了巡护巡查
力度，重点加强辖区境内分布的呼
玛河、依沙溪河、湖泊、水塘等水域
的监控巡护力度。在开展不间断
巡护工作的同时，大队民警持续向
周边村屯居民开展普法宣传工作，
引导广大群众自觉抵制危害野生
动物和鸟类正常活动的行为。

民警在候鸟停留区域巡护期
间，在依沙溪河与呼玛河交汇处河
面上发现架设有4片超大型粘网，
高约2米、总长约120余延长米。
民警发现这一严重威胁鸟类安全
的非法捕鸟网具后，立即借来民用
船只，及时将猎捕鸟类的粘网拆除
并现场销毁。

大兴安岭森保民警

展开护鸟销网行动展开护鸟销网行动

生活报讯（记者肖劲彪文/摄）
22日16时40分左右，哈尔滨市香
坊区建北街上一辆白色越野车在夜
市路段连撞五名市民，其中一人因
伤势过重，抢救无效身亡。

事故发生后，交警、120急救人
员立即赶赴现场勘察、抢救伤者。

记者在现场看到，事发地点在
夜市路段，一家门市旁边的人行道
上还遗落了一双鞋子和一顶帽子，

附近车行道旁的地面上有散落破损
的黄瓜，路中一棵大树受损，路化带
草丛中有明显的车轮辗轧痕迹。

据附近一家店主介绍，当时一
辆白色越野车从店门前的车行道启
动，发出轰的响声，开到对向车道，
没开出几米远，又穿越过绿化隔离
带冲到人行道上，之后车辆调头撞
到绿化带中的大树上才停下。一段
视频显示，一辆120急救车停在路

中，一名女子躺在人行道上，正在等
待救援。

记者从省医院了解到，该院收
治了事故中的 5名伤者（最大 76
岁、最小47岁），其中1名伤者因伤
势过重，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

目前，事故具体原因交警部门
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越野车夜市路段连撞五人
致一人身亡

1、勤通风
安装管道燃气设施的室内，要经常保持通

风换气。
2、常看护
使用燃气时请勿远离并注意观察，以防止

火焰被沸水溢息或被风吹灭，建议使用带熄火
保护装置的“安全型灶具”。

3、巧自检
要经常检查连接灶具的胶管、接头，发现

胶管老化松动应立即更换；超过使用年限的燃
气器具应及时更新；检查室内天然气设备接头
等部位，看有无漏气。

4、远避险
不要在安装管道燃气设施的室内休息或

睡眠，不要存放易燃易爆物品。
5、记关阀
晚上睡觉前、长时间外出时，要检查灶具阀

门是否关闭并关好燃气表前阀门；教育儿童不
要玩弄燃气管道上的阀门或燃气设施开关。

6、护管路
进行搬迁或装修时，不要人为破坏燃气管

道及燃气设施，装修时请勿将燃气管道、阀门
等埋藏在墙体内或密封在橱柜内；不要自行接
装、改装燃气设备。

使用燃气“安全六计”生 活 报 讯（记 者肖劲
彪）随着秋季来临，天气逐渐
变得干燥，加之用电、用气、用
火现象明显增多，极容易引发
火灾事故。日前，黑龙江救援
消防总队三级指挥长李鹏志
从哈尔滨最近3起居民家发
生的爆炸事故进行分析，侥幸
心理和安全意识淡薄是事故
发生的主要因素。

生活报记者了解到，哈尔
滨最近3起爆炸事故均与用
电用气有关：5月16日19时
30分，哈尔滨市南岗区王岗
镇金海城小区2号楼三单元4
楼一户居民家发生煤气罐爆
炸起火，造成一人受伤，一名
被困男孩被消防指战员及时
救出；7月27日15时47分，
哈尔滨市利民开发区裕民街
道柏林四季小区B1栋一居民
家发生燃气爆炸事件，造成2
人受伤；8月16日7时30分，
哈尔滨市香坊区联草小区C4
栋二单元三楼一居民家电瓶

充电时发生爆炸，造成2人受
伤，送往医院救治。

李鹏志表示，上述案例
中，电瓶在室内充电引发爆炸
事故，就是居民侥幸认为电瓶
在室内充电不会爆炸，而燃气
爆炸、厨房油锅火灾等事故的
发生，大多是居民缺乏相关的
安全意识和安全知识。

针对居家消防安全，李鹏
志还着重提到，居民都应自觉
遵守消防安全规范，平时不妨
多留心一下：楼道里的消火栓
被圈占了吗？小区里的消防
通道被堵塞了吗？楼道内的
电动车在充电吗？清除火患
的关键在于大家要保持正确
的态度，并给予高度的关注。

如果每个居民能在看到
消防隐患后及时提醒物业和
相关责任人或者及时向公安
或消防救援部门举报，消防救
援工作必将事半功倍，城市的
消防安全水平也将得到极大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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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李刚 记者栾德谦）
22日，记者从省水文水资源中心获
悉，松花江干流水位再上涨，哈尔滨
站超警戒水位0.07米。我省3条河
流16个站点超警戒水位。

截至22日 8时，全省共有黑龙
江、松花江、乌苏里江等3条河流16
个站点超过警戒水位0.07米～2.09
米。其中：黑龙江干流乌云至东极江
段超警1.11米～2.09米（其中同江站
超保0.01米、勤得利站超保0.28米），
松花江干流肇源至木兰及同江超警
0.07米～0.78米，乌苏里江乌苏镇超
警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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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米～6.58
米；嫩江干流水位整体偏高0.35米～

2.73米；松花江干流水位整体偏高
1.86米～3.60米；乌苏里江干流水位
海青站高0.41米、其他低1.28米～
2.12米。18条中河，讷谟尔河水位基
本持平；额木尔河、甘河、呼玛河、绥
芬河、雅鲁河等5条河流水位偏高
0.15米～0.30米；呼兰河、拉林河、蚂
蚁河、牡丹江、穆棱河、挠力河、诺敏
河、汤旺河、通肯河、倭肯河、乌裕尔
河、逊毕拉河等12条河流水位偏低
0.11米～1.41米。

松 花 江 干 流 哈 尔 滨 站 水 位
118.37米，比昨日上涨0.06米，超过
警戒水位0.07米，流量8610立方米/
秒。

记者了解到，目前，松北区市政
府广场南侧的一湖三岛入口，道路已
全被江水没过，无法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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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记者李威兵）22日，记者从省气象台获悉，近
期，我省降雨地区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大兴安岭东南部、黑河东部、伊春、绥化北部、哈尔滨东部、鹤岗
西部、佳木斯西部、双鸭山西部、七台河、鸡西西部、牡丹江地区
仍处于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中；大兴安岭东南部、黑河东
部、伊春，绥化北部、哈尔滨东部、鹤岗西部、佳木斯西部、七台河
西部、鸡西西部、牡丹江地区仍处于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中；伊春、哈尔滨东部、鹤岗、佳木斯、双鸭山、七台河、鸡西、牡丹
江地区仍处于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中；嘉荫、汤旺、丰林、伊美、金
林、鹤岗、萝北、佳木斯、汤原、桦川仍处于暴雨蓝色预警信号中。

全省天气预报：23日夜间到24日白天：伊春、鹤岗、佳木斯、
双鸭山、哈尔滨、牡丹江多云有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

24日夜间到25日白天：齐齐哈尔南部、大庆阴有大雨，伊春
南部、齐齐哈尔北部、绥化、哈尔滨、双鸭山、七台河、鸡西、牡丹
江阴有中雨，大兴安岭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

23日白天最高气温：大兴安岭北部20℃～22℃，其他地区
25℃～27℃。

全市天气预报：23日夜间至24日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
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级～4级；最低气温17℃～19℃，最高
气温26℃～29℃。

24日夜间至25日白天：全市阴有中雨；偏南风3级～5级；
最低气温17℃～19℃，最高气温25℃～28℃。

哈市近期仍为多雨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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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记者栾德谦）21
日，记者从哈市松北供排水有限
公司获悉，由于近期哈市有较强
降雨，特公布6处易涝点，提醒过
往车辆绕行。

1.太阳岛绕行路直线段：此处
道路低洼无排水设施，雨后最大
积水面积约为 80㎡，最大积水深
度约为35cm。

2.太阳岛绕行路弯道段：此处
道路低洼无排水设施，雨后最大
积水面积约为 50㎡，最大积水深
度约为20cm。

3.松浦大道（中加学校门前）：
有排水管线，但由于规划松浦支
渠尚未贯通，造成此处雨水管线
下游无出口。雨后最大积水面积
约为 150㎡，最大积水深度约为
25cm。

4.松浦大道（规划155路-规
划159路）：由于规划43路尚未贯
通，致使此段道路雨水管线下游
无出口，雨后最大积水面积约为
80㎡，最大积水深度约为25cm。

5.中源大道（江康街-江泰
街）：有排水管线，但是由于下游
规划01路市政配套道路及雨水管
线尚未建成，造成此处雨水管线
下游无出口，雨后最大积水面积
约为 100㎡，最大积水深度约为
25cm。

6.中源大道（富力城门前）：有
排水管线，积水情况不多，积水原
因主要为汇水立篦被砂石、树叶
堵塞，导致路面积水。

一湖三岛一湖三岛

冰城三起爆炸事故
均与用电用气有关

发现消防隐患
及时提醒物业或举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