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9·15 星期三 本版主编 郑璐 编辑 薛莹 版式 于海军

A05关注 18604505999新闻热线

广告

“当下互联网时代，线下线上都能
选择，消费者的购买方式增多，消费习
惯也逐渐发生变化，除了口感上的变
化，大家更注重细节品质。想要抢占市
场，只能在月饼的口感及包装上不断推
陈出新，才能迎合消费者的喜爱。”据一
位业内人士透露。

很多市民告诉生活报记者，相较于
往年，今年电商平台推出的月饼更创
新、更新潮。记者在多家电商平台搜索

“月饼”关键字，弹出的月饼样子花样繁
多，价格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可供
选择的种类十分丰富。记者留意到，除
了传统的外观和口味上的变化，很多月
饼礼盒也开始将目光锁定在潮牌上。

生活报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发现，

网上有一款迪士尼推出的月饼礼盒销
售量很高。记者选择一家店铺进行咨
询，该商家告诉记者，该款礼盒外观为
橙色，共6枚月饼，口味仅一种，礼盒外
包装印有米奇头卡通图案，打开礼盒有
一层米奇卡片。如此可爱的外观非常
受小朋友的喜欢，记者看到该款礼盒已
月售1000余份。

此外，另一家店铺推出的迪士尼盲
盒月饼也很有创意。据商家介绍，盲盒
月饼中的口味都是一样的，但是月饼的
外包装是各不相同的卡通造型，盲盒多
为迪士尼经典卡通造型，比如米老鼠、
唐老鸭、白雪公主等等，是随机发货。
面对这样的月饼盲盒，很多买家留言表
示，这样的“跨界”月饼，颜值高又有趣。

卡通“跨界”月饼 颜值高又有趣

生活报讯（记者周琳文/摄）鲍鱼月饼、鱼翅
月饼、香辣牛肉月饼、小龙虾味月饼……中秋将
至，月饼再次以主角的形式登上各大商超、网络平
台，除了传统口味的月饼，“新奇特”口味的月饼越
来越多，样子也越来越花样翻新。近日，生活报记
者走访了哈市多家超市，探访今年的月饼市场又
有哪些月饼“出圈”了。

14日，生活报记者在南岗区某超
市看到，超市中央最醒目的位置摆满了
各式各样的月饼，月饼礼盒、散装月饼
等琳琅满目的月饼让人看花了眼。其
中，五仁馅、腰果馅等传统月饼依然牢
牢占据着月饼圈的C位。打折优惠、买
一送一……在月饼展区，生活报记者看
到各商家纷纷推出多种优惠，“美女，买
月饼吗？这个199元礼盒的月饼卖得
特别好，包装好看，买一送一，送人自留
都不错。”在月饼展柜前，几名导购将记
者围住，纷纷推销自己品牌的月饼。

在另一家商场的月饼展柜前，不少
市民纷纷停下脚步购买月饼。“我们一家
人不是特别喜欢吃月饼，但是节日马上
到了，为了应应节日买点吃。”一名正在
挑选月饼的市民和生活报记者交谈。展

柜前的3名工作人员为顾客介绍、结账、
打包、补货，不停忙碌着。“一般送人都买
经典品牌的礼盒，活动力度很大，送人好
看又合适，自己家人吃通常买散装的，比
较经济实惠。”一名工作人员一边往柜台
上摆月饼，一边和记者说。

走访中，生活报记者了解到，相比
于线下选购月饼，年轻人更钟爱在网上
选购月饼。“网上购买多方便，看中直接
下单付款，想送朋友直接邮寄到朋友
家。”哈市的白领丽丽告诉记者，大学毕
业后同学天南海北，周围很多朋友都在
网上选购月饼送朋友，这样的方式省时
又省力。“网上的样式更多，价格多少钱
的都有。”丽丽坦言，对于“社恐”人士的
她来说，网购真是满足了她不用出门的
需求。

传统月饼依然占据月饼界C位

面对越来越多的月饼，与往年相
比，今年的月饼在包装上更加精美，除
了以往增加中国古典元素的月饼礼盒
外，今年，很多月饼推出了适合年轻人
的潮元素，比如，某经典品牌设计的一
款全绿色圆形月饼礼盒，在众多礼盒
中非常显眼。“这个月饼挺好看，挺小
清新的，咱买一盒给朋友送去吧。”一
对正在选购月饼的年轻人被这款小清
新的月饼包装吸引。“我们买月饼好看
就行。”90后的小杨和记者直言，自己
挑月饼，口味不重要，更重视外观和品
牌。

除了包装上新意层出不穷，很多月
饼在口味上也玩起了混搭风。在哈市
某家商超某月饼专柜上，一款外观红色
充满古典元素的圆形礼盒吸引了生活
报记者的注意，这款礼盒的卖点是其中
的鲍鱼月饼、鱼翅月饼、干贝月饼。售

卖员有些得意地说，“这是咱本土品牌
今年新推出的月饼礼盒，299元一盒，
非常高档，送朋友、送亲戚非常有面子，
销量也不错，昨天一天卖了5、6盒吧。”
另一处散装的月饼专柜，一些月饼口味
的名称也颇具当下新潮风向，法式乳酪
酸奶味、桃山饼爆浆巧克力、奶黄黑松
露等口味，也非常受消费者欢迎。

“我发现这两年的月饼口味越来越
奇特，前几天，朋友给我推荐了今年新
款的小龙虾口味月饼，我特别好奇，就
在网上购买了一盒。”哈市的小李告诉
生活报记者，出于猎奇心理，她购买了
一盒“酷辣礼盒”，其中包含麻辣藤椒小
龙虾口味、酸辣螺蛳粉、香辣辣子鸡丁、
甜香辣条4种口味的月饼。小李坦言，
收到月饼的她品尝后认为，味道是可以
接受的，但是相比之下，她还是喜欢传
统口味的月饼。

口味混搭 新潮月饼“吸睛”

花式出圈花式出圈

包装花样翻新 多种口味混搭

鲍鱼鱼翅小龙虾海鲜组 螺蛳粉辣条麻辣组 法式乳酪黑松露甜品组

今年的月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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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有刚不慎将黑龙江中医

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住院处针

灸二科医疗住院费票据丢失，金

额：捌仟柒佰肆拾叁元柒角叁

分，病案号：00285620，票据号：

101504637135，特此声明作废。

● 广汇国际汽车贸易有限责

任公司哈尔滨分公司，不慎将公

章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 西钢集团哈尔滨龙郡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不慎将银行开

户许可证丢失，开户行：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群力远

大支行，账号：171486790053，核

准 号 ：J2610015118203，编 号 ：

2610-01546700，特此声明作废。

● 谷洪福不慎将车牌号为黑

CJ137 挂车营运证丢失，运输证

号 231000231806，特 此 声 明 作

废。

● 王贵祥不慎将哈尔滨市祺

祥房地产开发公司开具的哈尔

滨市双城区富余小区 1 号楼 13
号车库，面积 19.96 平方米，购房

收据丢失，票据号：0003171 号。

金额：129，740.00元。大写：壹拾

贰万玖千柒佰肆拾元整。特此

声明作废。

● 哈尔滨市南岗区知间艺术

书坊不慎将食品经营许可证丢

失 ， 许 可 文 件 编 号

JY22301030059381；出版物经营

许可证，许可文件编号哈文广新

准字 2017 第（171 号）。 特此声

明作废。

● 哈尔滨昱福市场管理有限

公 司 ， 账 户 号 码:
08080501040007494；开户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

尔滨三合路支行，法定代表人:
王占国 ，预留印件法人名章不

甚丢失 ，特此声明作废。

● 哈尔滨市工商业联合会房

地产商会，不慎将银行开户许可

证丢失，开户行：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哈尔滨动力支行，账号：

65030155000000131，核 准 号 ：

J2610010820201，特 此 声 明 作

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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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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 赫 男 ，身 份 证:
230106199407240012, 为通站小
区 2 栋 1 楼 12 号车库的受让人，
建筑面积 51.27 平方米，原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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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不动产权属无
争议，申请办理上述车库《不动
产权登记证书》手续，所提供申
请材料均真实有效，并自愿承担
由此产生的一切相应后果和法
律责任。

如对上述车库所有权人存
有异议的，请在此公示发布之日
起15个工作日内，向哈尔滨市香
坊区城乡建设局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和哈尔滨市不动产登记
交易事务中心香坊一分中心提
出异议申请。

哈尔滨市香坊区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地址:香坊区松江路 6
号；电话: 0451 -58629920。

哈尔滨市不动产登记交易
事务中心香坊一分中心，地址:
香 坊 区 中 山 路 17 号 ；电 话:
0451-55150370。

哈尔滨市香坊区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

哈尔滨市不动产登记交易
事务中心香坊一分中心

2021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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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见习帮办记者
刘维娜 首席帮办记者李丹）近
日，市民李女士给帮办打来电话
咨询：“我家孩子快出生了，我和
孩子爸爸的姓氏都比较普通、常
见，我们想给孩子取一个特别点
儿的名字，给他换一个姓氏，不
随父姓也不随母姓，不知道可不
可以呢？有什么具体要求吗？”

黑龙江同长律师事务所徐凌：
可以，法无禁止即为可以，公民
原则上应当随父姓或者母姓。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在父姓
和母姓之外选取姓氏：选取其他
直系长辈血亲的姓氏；因由法定

抚养人以外的人抚养而选取抚
养人姓氏；有不违反公序良俗
的其他正当理由；少数民族公民
的姓氏可以从本民族的文化传
统和风俗习惯。因此，在法律规
定范围内，公民可以选择父母以
外的姓氏办理户籍登记。同时
建议结合事件发生的具体情况
咨询专业律师。

我想给孩子取名
不随父母姓可以吗？

生活报讯（记者李威兵）14日，
本报报道了哈尔滨市平房区友协东
头道街66号楼居民朱先生家，因楼顶
拆违破坏了防水导致屋内漏水一
事。报道见报后，新城社区工作人员
联系到生活报记者，对相关问题进行
了反馈。

社区工作人员介绍，新城社区已
经接到了朱先生关于室内漏水问题
的投诉。起因是3单元702室在屋顶
私建了一个鸽棚子，今年因拆除私搭
乱建问题，由城管执法局统一对其进

行拆除。正值雨季，导致屋顶漏雨，
并漏至4单元702室朱先生家。朱先
生找过王某对房屋漏水的问题进行
协商，但王某说家庭困难，没钱对其
屋顶做防水和修补工程。

接到朱先生投诉后，新城社区
与多部门进行沟通协调。首先，第
一时间联系福泰物业公司相关工作
人员反映此问题，工作人员回复：

“物业公司没有大修资金，只能帮助
居民进行小修小补，建议找防水公
司。”之后，由新城社区出面又找到

防水公司，防水公司工作人员称：
“此处于2014年由政府出资已经统
一做了防水，保质期5年，至今已经
过了保质期，防水公司无法为其修
补。随后，新城社区将问题反映给
友协街道办事处，友协街道办相关
科室工作人员联系了物业公司、防
水公司、执法局等多家单位，均称没
有专项经费，无法为其进行修补。
最后，新城社区又与3单元702室王
某联系，协调其能否少出点费用，先
把屋顶防水做好，但王某一直表示

家庭困难，无法支付。
社区工作人员表示，还在与各部

门联系争取资金，争取尽快修复屋顶
防水。朱先生也可以通过法律诉讼
途径维权。

“友协东头道街66号楼居民来电 楼顶拆违致自家漏水”后续

新城社区终于有了反馈
正帮朱先生联系各部门 争取尽快修复屋顶防水

生活报记者 吕晓艳
问：哈尔滨市民张先生的人

事档案存放在和兴路38号流动
人员档案服务中心，他还差两个
月到退休年龄，想办理退休手
续，询问有没有不用去窗口就能
办理申请退休的方法？

答：办理途径（一）：手机微
信关注“哈尔滨市人社”公众
号，点击“掌上人社”—“我要办
事”，在“社会保险”目录下点击

“个人退休申请”，按要求完善
个人退休申请信息，提交申请
即可。

办理途径（二）：拨打电话

0451-85953401，告知工作人
员个人信息提出退休申请。

提示：个人业务办理前须先
进行个人信息注册，方法很简
单：关注微信公众号“哈尔滨市
人社”后，点击“掌上人社”—“个
人中心”—“点击注册”，填写个
人信息即可。

在网上如何申办退休？

帮办说法

帮办问答
生活报讯（记者肖劲彪）日前，哈

尔滨市平房区兴建小区居民张女士反
映，她家阳台外墙皮脱落，导致雨天往
室内漏雨，多次找过物业和社区，但多
年也未解决，于是向生活报记者求助。

据建舟物业兴建物业服务中心工
作人员介绍，8月16日，接到兴建小区
741楼1单元502室住户的报修，反映
自家阳台漏雨，要求物业公司进行维
修。物业公司工作人员表示，住户阳台
属于自用部位，不在物业公司服务范围
内。住户对物业公司工作人员的解答
表示不认可。当日下午，物业公司管理
员再次进行现场勘查，并耐心向住户解
释，阳台属自用部位，不在物业公司维
修服务范围内，并进行拍照存档。

9月8日，物业公司再次接到居民

反映该问题，考虑到居民的实际情况，
工作人员与居民进行了沟通，并约定13
日到家中再次查看。

13日，物业公司再次与居民进行
了联系和查看，物业公司主管经理考
虑到住户的实际维修困难，虽然阳台
作为自用部位不在物业公司管辖服务
范围内，但仍同意列入维修计划，物业
公司将在天气条件允许且具备施工条
件的情况下，帮助予以维修，业主表示
同意。

兴建小区居民反映

阳台外墙皮脱落 多年未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