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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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5256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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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5256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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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5256893

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
刊登
电话13796106320

生活报中缝广告生活报中缝广告
生活报分类广告生活报分类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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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天办理，次日见报。

也可线上定稿，邮寄报纸。

84681180
15004697804

承揽：轻辅、整装、单项、木
工、油工、水电工、瓦工。

承接：铜门、不锈钢门、氟碳
门、感应门、旋转门、高间隔断、
玻璃隔断、铁艺、牌匾、卷帘门、
批发各种规格不锈钢板、管材、
配件。

哈 尔 滨 市 区 内 可
免费上门测量！

欢迎致电

18249724111
13613643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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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86833188

爱格数码高价回收各种品
牌手机，可上门回收。

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
刊登
电话13796106320

联系电话

回收手机回收手机回收手机回收手机回收手机回收手机回收手机回收手机回收手机回收手机回收手机回收手机回收手机回收手机回收手机回收手机回收手机回收手机回收手机回收手机回收手机回收手机回收手机回收手机回收手机回收手机回收手机回收手机回收手机回收手机回收手机

出 售 房 屋
出售文教小区（革

新街附近）小三室一套，
使用面积约 54㎡房子（七
楼顶，无冷山，南北向）。
售价 39.5万，可谈。

联系电话
15645102654
出 售 房 屋

出售淮河小区（会
展中心药六附近）二室一
厅一套，使用面积约 42㎡房子（四楼共六层，无
冷山，南北向，明厅）。售
价 39.5万，可谈。

联系电话
14745158078

★中缝刊登的信息不作为双方交易的法律依据，交易时
请认真核实相关证照，谨慎付款，自行承担法律责任。★

生活报讯（记者李丹）7日，中国福利彩票“快乐8”游戏首个亿元大奖出现在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消息一出立刻搅动了整个彩市。就在大家纷纷猜测幸运者何
时出现时，8日下午，大奖得主却报出了更加惊人的消息：中出1亿元的彩站——
佳木斯市第23081619号福彩销售站业主于洪鹏夫妇为大奖得主保住了秘密，并
将中奖彩票物归原主。

生活报讯（记者李丹）日前，在
哈尔滨市香坊区香福路与公滨路交
口处人行道上一夜之间突然出现了
2米深的大坑，行人只能在车行道通
行。香坊城管服务中心发现此处私
挖道路行为后，第一时间联系香坊
市政道路工程处对此处大坑进行填
平。

10日，香坊城管服务中心巡查组
在巡查中发现香福路和公滨路交叉
口，在香福路人行道上存在一处不明
施工点位。施工现场私自用围挡包围
起来，里面是一个长、宽1.9米、深2.1

米的大坑，占据了整个人行道，周边居
民出行极为不便，只能在车行道上行
走，存在安全隐患。

巡查组马上联系市道桥处和局审
批科对施工点位进行查证，确定此处
为无审批的私挖现场，并走访周边商
家和百姓，尝试联系施工单位，均无法
找到工程负责人。为了避免私挖大坑
出现塌方，对公共基础设施造成破坏
以及危害周边百姓出行安全，香坊城
管服务中心第一时间联系香坊市政道
路工程处对此处点位进行填埋平整作
业。

生活报讯（记者史天一） 9日
22时30分左右，在哈尔滨市道里区
乡政街与顾新路交口附近，一辆跑
车与一辆出租车相撞，并殃及路边
两辆私家车。事故导致出租车翻
车，3人受伤送医。

现场视频显示，肇事的红色跑车
横停在乡政街与顾新路交口中间，车
头以及左侧车体严重凹陷变形，气囊
弹出，被撞的出租车“四脚朝天”。人
行道上停放的一辆灰色轿车和一辆
白色SUV不同程度受损。

现场目击者唐先生还原了惊险
的一幕：当时红色跑车在顾新路由

西向东方向直行，出租车在顾新路
由东向西方向准备左转，向乡政街
方向行驶。随后两车发生相撞，并
且撞飞一名男子，男子撞在一辆轿
车前风挡玻璃上。据悉，出租车内
有2人，附近群众拨打了120急救电
话并将出租车内的人员救出，随后3
名伤者被送往医院。10日，记者了
解到，被撞路人伤势较重，正在医院
救治，出租车内的2人伤势较轻，已
经出院。

目前，具体事故原因以及责任
认定有待交警部门做进一步调查处
理。

生活报讯（记者郭登攀）记者从
七台河市委宣传部获悉，7日 18时
许，黑龙江省七台河市鹿山优质煤有
限责任公司二井发生矿震事故。截

至10日 3时 8分，经过57小时的全
力搜救，7名被困矿工中有4人成功
获救，3人不幸遇难，事故救援工作
结束。

七台河发生矿震事故 4人获救3人遇难

有彩民对夫妻二人说：“彩
票是凭票兑奖，票在你们手里，
你就说是自己中的，也没有人知
道！”于洪鹏却笑着说：“一亿元
能让我们从此生活得逍遥自在，
却也会让我们余生不安。经营
彩站是做公益事业，讲究的是诚
信经营，钱固然是好东西，但是
挣钱要对得起良心，经营福彩要
守得住初心。”

大奖得主被于洪鹏夫妇诚信
的举动深深打动，他说，从未想到
自己能收获亿元大奖，更没有想
到真有人面对如此巨额的金钱毫
不动心。办理兑奖手续过程中，
大奖得主表示，要在有能力时心
怀感恩，回报社会，并当场向佳木
斯市慈善总会捐出了10万元爱
心款，希望能够给有需要的人们
带来帮助、送去温暖。

大奖得主捐出10万元爱心款

“快乐8”游戏第2021266期开奖
当晚，于洪鹏夫妇发现自己手上保管的
两张彩票合计中了1亿元大奖，惊喜万
分的于洪鹏急忙打电话告知中奖彩民
这一好消息，并叮嘱他速来取票。可
是，中奖彩民却迟迟没有前来。为了替
彩民保密，夫妻二人眼看着朋友圈被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惊爆快乐8游戏大
奖1亿元”的消息刷屏，压制着心中“报
料”的冲动，默默等待中奖彩民的到

来。第二天早晨，在于洪鹏夫妇的轮番
催促下，大奖得主终于现身销售站。

原来，正因为对于洪鹏夫妇的信任，
中奖彩民才没有在当晚过来取票，反而
是于洪鹏夫妇担心彩票出现闪失，没法
向彩民交代，一晚上没有休息好。直到
第二天一大早和中奖彩民做了“交接”并
热情指导彩民如何兑奖，他们心里的石
头才总算落了地。于洪鹏夫妇用自己的
诚信行动再次印证了福彩的公益初心。

夫妻俩保管彩票一晚上没休息好

香福路公滨路交口

人行道现2米深大坑
城管服务中心：有人私挖道路 已填平

于洪鹏夫妇于洪鹏夫妇

彩票站老板将巨奖物归原主

佳木斯亿元中奖彩民
捐出10万元爱心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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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记者李威兵）记者从省
气象台获悉，哈市11日夜间至12日上
午风力较小，湿度较大，局地有雾；近期
气温变化幅度较大，请适时增减衣物。

全省天气预报：11日夜间到12日白
天：全省晴有时多云。

12日夜间到13日白天：大兴安岭多

云转阴有雨夹雪或小雪，齐齐哈尔南部、
大庆、绥化南部多云转阵雨，其他地区晴
有时多云。

11日白天最高气温：大兴安岭北部
9℃～11℃，齐齐哈尔南部、大庆、绥化
南部、哈尔滨西部、佳木斯西部、鹤岗
16℃～18℃，其他地区13℃～15℃。

另外，10日全省大部地区有5级～6
级风，其中齐齐哈尔、绥化、大庆、伊春、
哈尔滨、鹤岗、佳木斯、双鸭山西部、七台
河、鸡西东部阵风7级～8级，局地阵风
可达9级。

全市天气预报：11日夜间至12日白
天：全市晴间多云；西南风3级～4级；最低

气温-1℃～4℃，最高气温16℃～17℃。
12日夜间至13日白天：全市晴间多

云；西南风3级～4级；最低气温0℃～
6℃，最高气温16℃～18℃。

11日夜间至12日上午风力较小，湿
度较大，局地有雾，请注意交通安全；近
期气温变化幅度较大，请适时增减衣物。

我省开启阵风雨雪模式

生活报讯（徐镜然 记者李威兵）
10日，大兴安岭呼中、塔河、新林等大部
分区域迎来首场大雪，降雪达到暴雪量
级。受雨雪天气和冰雪冻融交替影响，
造成新林至呼中66千伏输电线路故障
停电。国网大兴安岭供电公司立即启
动恶劣天气应急预案，迅速组织输、配、
变电人员开展线路特巡抢修。

10日，输电运检中心加紧组织人力
物力开展电力线路巡视和雨雪中的应
急抢修。路窄雨雪厚，抢修车辆一次次
被陷入泥潭，抢修人员只能在风雪中步
行沿路排查，清理树障。该公司迅速向
地区应急管理局申请调拨 M-171、
AS332L两架直升机对66千伏新呼线
路进行巡视，查找故障点。

10时40分，雄关镇段覆冰断线故
障点被找到，抢修人员迅速赶到该线路
段进行抢修。由于天气处于雨雪交融

状态，抢修人员双腿插在厚厚的雪里，
膝盖以下已全部湿透，寒风吹过冰冷刺
骨。14时38分，第一处故障点抢修完
毕。

在塔河县，配电巡视人员顶着冷
风，冒着大雪对配电线路覆冰雪情况、
导线驰度、导线距离等运行情况进行检
查，及时记录相关数据，收集线路雪后
运行情况信息；在松岭区，66千伏壮志
线、环宇线覆冰雪尤为严重，配电运检
人员对辖区内线路开展全面特巡；在
220千伏松岭变电站和66千伏新林变
电站，运维人员每隔4小时就对变电设
备进行一次特巡。

截至目前，该公司共出动车辆19
台，人员90余人，特巡输、配电线路110
公里，巡视重要变电站65座。已消除
线路故障点1处，还有2处线路故障点
正在抢修中。

生活报讯（陈玉国 刘作武 记者
时继凯）从9日夜间开始，大兴安岭地
区出现降雪天气，部分路面积雪结
冰。为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大
兴安岭地区行署（森林）公安局十八站
分局交警大队在重点湿滑路段加派警
力，对行驶车辆进行交通疏导。

随着降雪的开始，当地交警部门
迅速启动恶劣天气应急预案，民警辅
警全员上岗，在辖区各主要路段、路口
采取定点执勤与流动巡逻相结合的方
式，加大路面管控和指挥疏导力度。

由于应对恶劣天气措施有力，当
地没有因降雪而引发严重交通事故。

部分路面积雪结冰

民警辅警全员上岗

由铁路部门提供由铁路部门提供

供电公司

抢修人员双腿插在雪堆里
膝盖以下全部湿透

大兴安岭这大雪大兴安岭这大雪嚯嚯嚯嚯嚯嚯嚯嚯嚯嚯嚯嚯嚯嚯嚯嚯嚯嚯嚯嚯嚯嚯嚯嚯嚯嚯嚯嚯嚯嚯嚯!!!!!!!!!!!!!!!!!!!!!!!!!!!!!!!

用除雪车清理积雪
加强线路检查频次

铁路部门

生活报讯（周晓舟 记者栾德
谦）10日，根据气象部门监测，大兴
安岭中北部地区和呼伦贝尔市迎来
降雪天气，新林、呼中等地发布暴雪
蓝色预警，最低气温达-5℃，部分地
区降雪导致道路结冰，影响交通出
行。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
司加强运输组织，关注列车运行动
态，组织人员进行除雪工作，确保旅
客安全出行。

据了解，受降雪大风天气影响，铁
路部门加强运输调度指挥，使用除雪
车辆等设备对道岔和站台等处的积雪
进行清理，加强线路检查频次，对线

路、岔区、信号等行车关键设备实行重
点盯守，组织人员对积雪压枝倾斜容
易侵入铁路限界的树木进行清理。

加格达奇、新林、满归、金河等地
车站通过广播、电子屏幕向旅客滚动
发布列车运行情况，设专人在进站口、
检票口、出站口等关键地段防护，采取
在主要通道口处铺设防滑毯、放置安
全提示牌等措施，引导旅客有序出行。

齐齐哈尔客运段保障公益性“慢
火车”采暖用煤储备充足，及时清理车
门积冰积雪。全力做好发电供暖用煤
保供运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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