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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交通事故当事人家属：

2021 年 09 月 18 日 21 时许，在哈

尔滨市松北区 G202 国道华龙采

摘园道口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现

寻找当事人家属，当事人男性，

年龄 40-50 岁左右，身高 165cm
左右，体重约 55 公斤左右，身着

黑色上衣内着红色内衣、黑色长

裤内着黑色棉裤、黑色白边旅游

鞋、深色袜子，希望有知情者与

松北交警大队民警取得联系。

联系人：高警官：17804628889
马警官：15204659618
哈尔滨市松北交警大队

寻人启事

拟定于9月29日，某农场组

织公开竞价出售玉米 9153.5 亩，

大豆 5701 亩。有意者可实地踏

查，具体详情报名时发布竞价文

书。29日9时开始报名，10:30上

交报价文书 (需要加盖企业公

章)。报名时审查:企业营业执

照、开户行许可证、法人身份证

和法人诚信证明(以上均需要原

件和复印件)。此次竞价针对有

资质的涉农企业，不针对个人。

地址:七台河市长兴乡罗泉村。

联系人:郑玉林，联系电话:
15604628377。

公 告

本人牛长吉，公民身份证
号:230104195410091416, 在 灯 塔
村有一处房屋属于三棵树配合
饲料加工厂，地址:道外区松浦镇
松浦店第 1栋，房屋所有权证号:
哈房 ID 字第 000127 号，建筑面
积:106.78㎡，现该房屋及有航拍
房屋处在灯塔村房屋征收范围
内,请哈尔滨三棵树配合饲料加
工厂法人任明皓或相关利益人
见报后与哈尔滨市松北区人民
政府房屋征收指挥部或本人联
系。如 15天之内未主动联系,本
人将作为房屋所有人与征拆指
挥部办理补偿相关事宜。

如有异议 ,请自本公告之日
起十五日内,将异议书面材料共
同送达哈尔滨市松北区人民政
府房屋征收办公室和船口街道
办事处。

承诺人:牛长吉
联系电话:18645045407

公 示

本人牛长吉，公民身份证
号:230104195410091416, 在灯塔
村有土地证号:14-10-667 的房
屋属于三棵树配合饲料加工厂，
现该房屋及有航拍房屋处在灯
塔村房屋征收范围内,请哈尔滨
三棵树配合饲料加工厂法人任
明皓或相关利益人见报后与哈
尔滨市松北区人民政府房屋征
收指挥部或本人联系。如 15 天
之内未主动联系,本人将作为房
屋所有人与征拆指挥部办理补
偿相关事宜。

如有异议 ,请自本公告之
日起十五日内,将异议书面材料
共同送达哈尔滨市松北区人民
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和船口街
道办事处。

承诺人:牛长吉
联系电话:18645045407

公 示

本人牛长吉，公民身份证
号:230104195410091416, 在 灯 塔
村有一处房屋属于三棵树配合
饲料加工厂，地址:道外区松浦镇
松浦店第 2 栋，房屋所有权证号:
哈房 ID 字第 000128 号，建筑面
积:354.66㎡，现该房屋及有航拍
房屋处在灯塔村房屋征收范围
内,请哈尔滨三棵树配合饲料加
工厂法人任明皓或相关利益人
见报后与哈尔滨市松北区人民
政府房屋征收指挥部或本人联
系。如 15 天之内未主动联系,本
人将作为房屋所有人与征拆指
挥部办理补偿相关事宜。

如有异议 ,请自本公告之日
起十五日内,将异议书面材料共
同送达哈尔滨市松北区人民政
府房屋征收办公室和船口街道
办事处。

承诺人:牛长吉
联系电话:18645045407

公 示

生活报讯（记者张立）26日，哈尔滨
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疫情防控新闻
发布会，介绍本轮疫情防控中，龙江健康码
赋码管理的情况。

此次赋黄码策略的执行标准是对未按

疫情防控要求参加全员核酸检测的在哈人
员。目前，哈尔滨市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
已结束，已有10748名未检测人员龙江健
康码调整为“黄码”。其中，1958人已补检
核酸检测，并变回绿码。

哈尔滨市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结束

10748名未检测人员变“““““““““““““““““““““““““““““““黄码黄码黄码黄码黄码黄码黄码黄码黄码黄码黄码黄码黄码黄码黄码黄码黄码黄码黄码黄码黄码黄码黄码黄码黄码黄码黄码黄码黄码黄码黄码”””””””””””””””””””””””””””””””

我单位拟进行道路改造施工，诚邀符合本项目工
程要求施工资质且具有施工能力的单位参加议价。

一、工程内容：拆除办公楼后院部分车库及院
墙，改建消防通道（包含但不限于拆除部分车库及院
墙、修建消防通道及院门，暖气地沟改造等）。工程
量清单现场勘察时提供。

二、评议方法：同等质量下最低价法。
三、施工地点：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1号。
四、报名要求：本项目的资质要求：施工单位要

具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安全生
产许可证。本项目拒绝联合体报名。

五、文件获取方式：
本项目采取电话报名和邮箱报名方式。
报名截止时间：2021年9月29日14时。

六、报名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吕女士 电话：0451-84612156；18945664850。
邮箱：hljrbbyjt123@163.com
七、勘察现场时间：2021年9月29日14:30
地点：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1号。
联系人：孙先生
电话：0451-84670229 13796822181
八、递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及商议时间：2021年

9月30日 9:30
因时间关系，响应文件可做简本，在截止时间前送

达指定地点哈尔滨道里区地段街1号。逾期送达的响
应文件拒收。施工方代表须本人亲自递交响应文件。

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
2021年9月26日

道路改造施工公告
生活报社现招聘法

务工作人员1名。
一、报名条件
1.男性，年龄 35 岁

以下；本科或以上学历，
法律及相关专业；

2.性格开朗大方，责
任心强，做事细致，善于
沟通交流，表达能力强；

3.有 3 年法律及相
关专业从业经验，取得
律师资格证书者优先录
用。

二、薪资待遇

基础性绩效+奖励
性绩效，享受生活报社
相关福利待遇。

三、报名时间
2021年9月24日至

2021 年 9 月 27 日，报名
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
号、联系方式及毕业院
校。

报名电话：
0451-84653248

84652201
生活报社

2021年9月23日

生活报社招聘启事

生活报讯（记者张立）9月21日，巴彦县发
生本土疫情。目前，已确诊病例轨迹涉及多场婚
宴，哈市疾控中心发出紧急提醒：请参加以下婚

宴（确诊病例参加婚宴汇总表扫码可查看）的人，
第一时间向所在社区（村）或工作单位报备。如未
报备造成疫情扩散的，将被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请参加这些婚礼的人员立即报备！

生活报讯（记者张立）9月26
日，哈尔滨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举行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哈尔滨
市卫健委副主任柯云楠通报了哈
尔滨市疫情防控最新情况。

9月25日0时-24时，哈尔滨
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
例。其中，巴彦县1例，松北区1
例，木兰县1例。上述新增确诊病
例均是在集中隔离医学观察期间
核酸检测发现的。

当日新增确诊病例主要情况：
确诊病例35：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普通型)，现住松北区万达秀园。
确诊病例36：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普通型)，现住木兰县香江水岸。
确诊病例37：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普通型)，现住巴彦县兴隆林业
局利民家园。

目前，哈市所有新增本土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已由哈尔滨市第六
医院转运至哈医大一院群力院区
继续隔离治疗，整体病情稳定。重
点地区巴彦县兴隆镇和兴隆林业
局已经完成了四轮核酸检测，正在
进行第五轮核酸检测。

哈市新增3例确诊病例 1例在松北

生活报 26 日讯（龙头新闻记者曹
忠义）26日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
委会主任、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
导小组组长张庆伟深入哈尔滨市检查
指导疫情防控工作，代表省委省政府向
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的医务人员和工
作人员表示慰问和感谢。他强调，要坚
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疫情防控决
策部署，按照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工作
组要求，全面严起来、紧起来，突出抓好

“隔离点、居民点、医疗点”各项工作，从
严从细抓好社区和隔离点管控，进一步
加大排查和流调溯源力度，全力救治患

者，以最快速度阻断疫情传播链条，坚
决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歼灭战。

在万达秀园小区，张庆伟详细了解
小区封控管理情况，强调社区封控要坚
决果断，发挥好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组织好社区工作
者、下沉干部、公安民警共同做好社区
管控，配足配强管控力量，强化生活物
资保障，做好垃圾处理等工作。要加强
居民心理疏导，做好思想政治工作，避
免发生极端事件。对不配合流调、不讲
实话隐瞒行程贻误战机的，要依法依规
追究责任。要加强核酸检测人员培训，

提高采样质量和效率，尽快排查出风险
人员。哈尔滨市要按照疫情防控指挥
部要求，该停的要坚决停下来、该关的
要坚决关掉，力争在国庆节前阻断社区
传播。

星途酒店和智选假日酒店是哈尔
滨市集中隔离点，张庆伟仔细询问工作
人员配备、生活物资保障、隔离人员生
活等情况，强调要对风险人员应隔尽
隔，严格按照“三区两通道”标准，切实
做好生活垃圾、污水处理和周边环境消
杀等工作，加强对隔离人员管理，坚决
防止隔离点交叉感染。关心关爱隔离

人员，做好生活物资保障和心理疏导。
加强工作人员培训指导，做好轮班轮岗
工作，加大巡回督查检查力度，及时发
现漏洞、补齐短板。坚持中西医结合，
发挥专家组作用，集中力量和资源加大
对患者救治力度。扎实做好组织动员
和宣传引导，用实际行动赢得市民理解
和支持。结合换届工作，注重在基层防
控一线发现和使用干部，激励基层干部
真做真干、切实发挥好作用，对贻误战
机、玩忽职守的要追究责任。

张安顺、王兆力、孙东生及有关部
门负责同志参加检查指导。

张庆伟在哈尔滨市检查指导疫情防控工作时强调

以最快速度阻断疫情传播链条

全体市民朋友们：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打破了中秋节的

宁静。坚强、勇敢的哈尔滨人民没有被疫情
吓倒，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工作组悉心指
导下，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兄弟省
市的大力支持下，全市广大人民群众听从指
挥、团结一致，与时间赛跑，顺利完成两轮核
酸检测，为早发现疫情，及时阻断传播发挥了
重要作用。两轮核酸检测领导有力、组织有
序、行动迅速，市委市政府向广大医务工作
者、疾控工作人员、科技工作者、社区工作者、
公安民警、应急救援人员、新闻工作者、企事
业单位职工、下沉干部、志愿者，向广大人民
群众，向各级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广大党
员、干部，表示衷心地感谢，致以崇高的敬意！

按照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工作组要求，
结合实际情况，我市于26日启动第三轮全员
核酸检测，请广大市民一如既往地支持配合，
对必要的管控措施给大家带来的不便，请给
予理解。

为了共同度过一个安全健康、平安祥和
的国庆佳节，全市上下要继续发扬伟大的抗
疫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在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
的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工作
组指导下，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全力打赢疫
情防控主动仗。

市委市政府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广大
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继续发扬不畏艰险、无
私奉献的精神，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坚决打赢
我市疫情防控人民战争！

中共哈尔滨市委 哈尔滨市政府
2021年9月26日

哈尔滨市委市政府
致全市市民一封信

为减少对工作生
活的影响，希望尚未
进行核酸检测人员抓
紧补检核酸检测。

扫码看详情

确诊病例主要活动轨迹涉及场所：

9月7日-22日，木兰县香江水岸小区。
9月7日-10日、9月12日-14日、9月17

日-18日，木兰县柳河镇石河村鱼跃龙门。
9月15日-16日，巴彦县老于家菜店（农

贸市场内），明利海鲜调料店。
9月16日，木兰县柳河镇魏霞肉店，木兰

县农贸大市场、戴森肉鸡店。
9月19日-20日，巴彦县兴隆镇舞艺学校。
9月19日-21日，木兰县柳河镇三胜村。
9月19日，木兰县木兰镇刘粥铺，松北区

万达秀园，巴彦县兴隆镇文化街地税局家属
楼，人民大街客都超市。

9月20日，巴彦县兴隆镇中兴广场（人民
大街），巴彦县睿桥小区、悦和商务酒店、碧海
云天洗浴、刘家大院、步行街三彩服装店、郁香
菲服装店、水芙蓉内衣店。

9月21日，巴彦县兴隆二道街早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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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杨开源 实习生丛瑞
珊 记者黄迎峰）朋友之间一言不和大
打出手，其中一人向警方举报对方虚
开发票，自己竟也牵连其中。日前，穆
棱市警方破获了这样一起案件。

5月 10日，穆棱市公安局八面通
第二派出所民警在处置一起殴打他人
案件时发现，打架双方情绪激动，并有

一方当事人沙某气愤地表示，要举报
另一当事人李某虚开发票的犯罪情
况，此话引起民警的高度警觉，并迅速
将情况反映给经侦大队，经侦大队民
警立即对沙某展开讯问，并成功破获
一起涉案金额268万余元的虚开增值
税普通发票案。

经调查，李某、沙某二人为朋友关

系，2019年 10月，二人在穆棱市注册
了两家服务公司，并于 2019 年 10 月
至 2020 年 12 月期间，在没有实际业
务发生的情况下，以提供劳务服务费
等名义分别为王某、赵某、王某城虚开
增值税普通发票88组，价税合计268
万余元，李某、沙某非法获利 8.6 万
元。2021年5月10日，两人因感情问

题大打出手，沙某气愤之下暴露了其
与李某涉嫌虚开增值税普通发票的犯
罪行为。

经讯问，犯罪嫌疑人李某、沙某、
王某、赵某、王某城均对虚开增值税普
通发票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5
名犯罪嫌疑人已被取保候审，此案正
在进一步工作中。

两朋友因感情问题大打出手

牵出268万虚开增值税发票案

生活报讯（记者郭登攀） 近
日，安达市公安局循线追击，破获一
起非法持有枪支案。

18日，安达警方在工作中获悉，
辖区居民赵某有网上购买枪支、弹
药的嫌疑。民警立即行动，在安达
市利鑫名苑小区将赵某抓获，并搜
查出气手枪5支、压缩气体5瓶、充
气弹夹11个、枪套5个、BB弹若干。

经查，赵某是一名枪支收藏爱
好者，家中也存有多支玩具枪。但
赵某总觉得玩具枪不过瘾，于是从
今年7月开始，在网上购物平台陆
续购买了枪支、弹夹等配件，没想到
自己只是在家中收藏，还是触犯了
法律。目前，犯罪嫌疑人赵某已被
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
步侦办中。

嫌玩具枪不过瘾
“枪迷”买5支气手枪被抓

生活报讯（记者时继凯）近日，在
双鸭山市公安局食药环侦支队指导下，
饶河警方历时近3个月，成功破获一起
跨省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抓获犯
罪嫌疑人4人，查获加工窝点2处、存
货仓库2处、代加工窝点1处，扣押未
包装的性保健品粒20余万粒，成品包
含有“虫草和鞭类”“XX男人”“XX肾
宝”“德国XX”等保健品5000余盒（每
盒10瓶、每瓶10粒），扣押包装盒、药
瓶二万余份及车辆一台，扣押涉案物品
金额100余万元。

今年6月初，饶河县公安局食药环
侦大队民警在日常工作中发现，有人在
饶河镇内走街串巷兜售男性保健品，民
警经秘密侦查发现，该人及上线所使用
的微信名、银行账户均为虚假信息，销
售假药的嫌疑很大，警方迅速开展循线
侦查。民警历时近3个月的侦查，成功

在江西南昌锁定犯罪嫌疑人及生产窝
点，一举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经审
讯，涉案嫌疑人但某保供称，其购买含
有散装的保健品粒和性保健品包装后，
在自家空房内加工成性保健品后存放
于租用的仓库，通过微信在网上销售、
串借二维码收款、利用虚假身份在物流
货站发货的方式，向全国18个省20多
个地级市进行销售（初步核实涉案金额
1000余万元）。

据警方介绍，这种在卫生环境恶劣
的黑加工场所内做成的“假药”会对食
用者身体造成很大危害，食用后身体出
现问题，很难及时维权和追查到相关造
假者。

目前，犯罪嫌疑人但某保已被依法
刑事拘留，犯罪嫌疑人李某芬、朱某新、
李某玲被依法采取取保候审。目前该
案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饶河警方破获跨省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自家空房内加工
销往18省 涉案上千万元

生 活 报 讯（记 者郭登
攀）记者从安达市公安局获
悉，该局近日查处一起麻将馆
内聚众赌博案件，对违法行为
人徐某达等12人予以治安处
罚。

据悉，24日，安达市公安
局接到升平镇劳动村二屯一
麻将馆内有人聚众赌博的线
索后，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将
麻将馆内聚众赌博的12名违
法行为人依法传唤至升平派
出所接受调查。经讯问，麻将
馆经营者徐某达陈述了其在
疫情防控期间仍组织人员在
麻将馆内聚众赌博的违法事
实，其他11名参加赌博的违

法行为人陈述了其参与赌博的违法事实。目前，安达警方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对违法行为人徐某达等12人
予以治安处罚。

疫情防控期间聚众赌博 12人被罚

生活报讯（记者于海
霞）日前，嫩江市公安局在
黑河市局网安支队的支持
下，迅速查处一起涉疫网络
谣言违法案件。

24日，嫩江市公安局网
安大队在巡查中发现，嫩江
市一网民在某平台中发布
了一段在医院核酸检测排
队的视频，并配有文字“嫩
江县有疫情了”。该视频的
发布造成了很坏的社会影
响，干扰了防疫工作的正常
开展。案发后，嫩江市公安
局立即采取措施。在黑河

市局网安支队的大力支持
下，警方发现嫩江市临江乡
居民刘某玲有重大嫌疑，办
案民警立刻将其传唤至公
安机关。经询问，嫌疑人刘
某玲对其于9月24日发布
的涉疫虚假谣言视频在网
上被多次浏览、点赞、转发
造成不良影响，严重扰乱社
会秩序的违法事实供认不
讳。

目前，违法人员刘某玲
（女，47岁，嫩江市临江乡
人）已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
5日。

发涉疫谣言视频
女子被行拘

生活报讯（记者肖劲彪）24日14
时，齐齐哈尔市克东县二克山后山一男
子失足跌落，消防员发现时,其已经意
识不清，在多名队员的营救下，被困男
子被成功救下山。

记者从齐齐哈尔消防救援支队克
东大队获悉，接到报警后，惠民街消防
救援站出动2车12人赶赴现场。救援
人员了解到，当时一名男子从山顶跌
落，但因山上树木遮挡，视野受限，失足
人员具体位置不详。

14时30分，搜救小组在接近山顶
处发现失足人员。经察看交流，发现该
名男子意识不清，已经失去行动能力，
但无生命危险。14时55分，营救小组
到达受伤男子处。

考虑到该名男子已经失去行动

能力，营救小组采取在营救路线两
端树干分别设置锚点，并指派指战
员在锚点处看守，其余四名指战员
沿着绳桥降低重心，贴着山体陡坡
缓慢下滑的方式进行营救，最终于
16 时 50 分成功将失足人员解救下
山，随即移交120急救人员送往医院
进一步检查。

男子从山上跌落
消防员绳桥救援

齐齐哈尔消防供图齐齐哈尔消防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