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热线

2021·11·10 星期三 本版主编 孙铮 编辑 杨明乐 版式 于海军

A09要闻 15776896853

生活报讯（记者张立）11月 8日
0-24时，哈尔滨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1例（系由无症状感染者2转
为确诊病例）；无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
者。

为精准落实“防输入、防输出、防扩
散”防控策略，有效控制和阻断新冠疫
情传播风险，依照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工作指挥部发布的第33号、34号公告，
现提醒广大市民：

请广大市民继续牢牢绷紧疫情防
控这根弦，密切关注确诊病例相关信息，
如与确诊病例活动轨迹有交集的，应当

主动向所在社区(村屯)、工作单位报备，
并配合落实防控措施。如出现发热、干
咳、乏力、咽痛、嗅(味)觉减退、腹泻等症
状，请勿自行服药，需佩戴口罩尽快到就
近的医疗机构发热门诊排查和就诊，就
诊过程中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并主
动告知旅居史、接触史。请广大市民群
众非必要不离哈，确需离哈的，须持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凭健康码绿
码通行，并全程做好个人防护。

为确保核酸检测全覆盖、无遗漏，
我市已对核酸检测实行龙江健康码赋
码管理。请未按要求进行检测人员尽

快到检测医疗机构完成核酸检测，待完
成检测且结果为阴性的，健康码会调整
为“绿码”。如仅因未及时进行核酸检
测原因标注为黄码的，各社区（村屯）、
各设置核酸实验室的医疗机构、各检测
机构、各检测点工作人员要协助其尽快
完成核酸检测，不得阻拦，也不得拒绝
其参加核酸检测。如因核酸检测信息
有误导致码色异常，居民可持核酸检测
记录及有效证件到所在地社区村屯，由
社区村屯龙江健康码管理员核实情况，
予以更正；不确定社区村屯的人员可拨
打12345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办理。

哈市新增1例确诊病例
无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生活报讯（记者张立）11月 8
日，哈尔滨市传染病医院报告新增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1例,系由无症状感
染者转为确诊病例。目前在哈尔滨
市传染病医院接受隔离治疗。根据
流调结果，现将其主要活动轨迹涉及
场所发布如下：

10月25日-27日、30日，东北
轻合金有限责任公司。

10月28日，平房区殡仪服务中
心，平房区东轻商务酒店。

10月29日，平房区安吉通汽车
美容养护中心。

8日新增确诊病例
活动轨迹

生活报讯（记者赵政府）黑河市
公布爱辉区第230至第235例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行程轨迹。

早市、银行、超市……

黑河第230至第235例
确诊病例轨迹公布

生活报讯（记者张立）日前，哈市平房区
通过增派大型专业消杀车辆进入小区等方式，
对全区展开消杀工作。

此次消杀工作累计出动消杀设备车辆34
台、消杀设备210台，消杀人员368人。全区
封控小区、管控小区已全部完成消杀工作，9
个区行政村全部完成消杀，248家工厂企业完

成消杀。
目前，有55家企业因正在生产中，将结合

工作安排开展消杀工作。为了做到消杀全覆
盖，此次工作还将113条公共区域街路、3个
广场、65个公共卫生间、74个垃圾站点纳入消
杀范围，对出区道路的2个防疫卡点及周边进
行了消杀。

平房区全面完成防疫消杀

生活报讯（记者吕晓艳）记者从我省人社
部门获悉，鉴于我省疫情防控工作需要及近期雨

雪天气情况，现再次推迟2021年度全省职称评
审工作。

我省职称评审工作再次推迟

生活报讯（记者史天一）8日，哈市警方在
长江路防疫卡口“逐车逐人”检查时，查获两名伪
造核酸报告企图蒙混过关人员，被公安机关依法
行政拘留。

记者了解到，8日12时许，道外分局民警在
长江路防疫卡口执行前端核查任务检查车辆时
发现，货车辽HF56**、辽HP75**司机候某和吴
某神情慌张，提供的核酸检测报告有修改嫌疑。

民警进一步核查，发现这两张核酸报告是利

用手机修图软件自行拼图制做的。民警立即控
制住车辆，并将相关人员移交到属地东风派出
所。

经查，货车司机候某、吴某分别驾驶货车，打
算从长江路绕城高速出城前往外地，由于着急动
起了歪脑筋，以为“偷梁换柱”能神不知鬼不觉。
目前，警方已对二人依法分别做出行政拘留15
日并处罚金500元的行政处罚，案件正在进一步
工作中。

伪造核酸报告 两人被拘留

生 活 报 讯（记 者栾德
谦）日前，哈市香坊区人民
法院对郭某伟、韩某辰侵犯
公民个人信息刑事附带民事
公益诉讼案件依法宣判。据
悉，该起案件系黑龙江省首
例针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
罪行为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
诉讼案件。

据了解，经法院审理查
明，2019年10月，被告人郭
某伟得知，按照客户需求向
他人群发办理贷款相关短信
息可牟取利益，便将此事告
知被告人韩某辰，韩某辰表
示同意参与。两人经预谋，
由郭某伟负责寻找联系需群
发短信息的客户及公民个人
电话号码，韩某辰负责联系
群发短信的操作人员。

同年10月19日至26日
期间，微信名为“愚”的人（另
案处理）通过微信等方式将
公民个人电话号码、需要发
送短信息的内容发送给郭某
伟，并将需支付的费用总计
人民币12300元支付给郭某
伟。郭某伟扣除部分钱款
后，将剩余钱款及公民个人
电话号码、需要发送短信息
的内容转给韩某辰。韩某辰
扣除部分钱款后将公民个人
电话号码、需要发送短信息
的内容转给微信名为“一尘”
的人（另案处理），并由微信
名为“一尘”等人群发短信。

经鉴定，郭某伟、韩某辰
非法获取公民通讯通信电话
号码共计50069条，非法获
利人民币6300元，其中郭某
伟获利人民币3900元，韩某
辰获利人民币2400元，所得
赃款均被二被告人挥霍。

香坊区法院经审理认
为，被告人郭某伟、韩某辰违
反国家有关规定，非法获取
公民个人信息，情节特别严
重，其行为构成侵犯公民个
人信息罪。郭某伟犯罪以后
主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
罪行，具有自首情节；韩某辰
到案后亦能如实供述自己的
罪行；且二被告人均自愿认
罪认罚，已退缴全部违法所
得，并针对刑事附带民事公
益诉讼起诉人提出的诉讼请
求，主动履行在省级纸质媒
体公开赔礼道歉以及连带赔
偿损失人民币6300元。

综上，考虑二被告人犯
罪情节、主观恶性、社会危害
性、认罪悔罪表现及家庭实际
困难，依法判处被告人郭某
伟、韩某辰有期徒刑三年，缓
刑四年，并处罚金各人民币
5000元，上缴的全部违法所
得人民币6300元以及共同支
付的赔偿金人民币6300元一
并上缴国库，同时责令二被告
人永久删除非法获取的公民
个人信息数据，注销侵权所用
微信、QQ账号。

非法获取公民电话号码牟利

黑龙江首例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宣判

扫码看轨迹

生活报讯（记者赵政府）根据国务院联防
联控机制有关规定，经专家咨询组综合评估研
判，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决定，自2021年11月9
日15时起，将黑河市爱辉区热电社区阳光家园

小区调整为高风险地区。
黑河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
2021年11月9日

黑河市爱辉区部分区域
调整为高风险地区

生活报讯（许褚）2日，河南省体育
彩票管理中心平顶山分中心迎来一位古
稀之年的老人，经询问，原来他是11月1
日晚，排列5第21291期开奖中，中得35
注一等奖的中奖者。老人一共拿了14
张票，经体彩工作人员核对后完成兑奖，
奖金共计350万元。

老人说，“我是体彩的老玩家了，购
彩已有15年，最初是看到报纸上刊登的
大奖报道，对彩票产生了兴趣，那时候体
彩实体店少，买彩票要骑车跑很远，但还
是基本上每天都会去买几注，不管中不
中奖，都一直坚持买，久而久之，买彩票
就成了习惯。近两年，我只喜欢‘排列
5’，这次中大奖就是和朋友下完棋，一起
去的体彩实体店，本来还是和往常一样，
一起图个乐，中这么大的奖，让我觉得很
意外。以前只听说别人的大奖消息，这
次自己成为大奖获得者，心里觉得很有
成就感。这也印证了那句话，只要坚持，
一切都有可能！”

古稀老人单式倍投
中排列五350万

生活报讯（见习记者齐杨如意
记者吴哲）8日晚，体彩大乐透第
21128期开奖，当期开奖号码为：前
区14 17 18 23 27，后区05 08。

本期一等奖全国开出9注，单注
奖金765万余元，其中2注选择追加
多得奖金612万余元，揽得1378万
元。两注追加头奖分落内蒙古和山
东，另外7注基本头奖，安徽和广东
各揽2注，北京、黑龙江、浙江分别各
中出1注。

数据显示，内蒙古中出的1378
万元追加投注一等奖出自通辽，中奖
彩票是一张8＋3复式追加票，单票

擒奖1410万元。
山东中出的 1378万元出自日

照，中奖彩票是一张3注号码、9元投
入的单式追加票。

安徽中出的2注765万元基本
投注一等奖分落蚌埠、滁州。蚌埠中
奖的是一张7＋3复式票，单票擒奖
784万元；滁州中奖的是一张6＋3
复式票，单票擒奖782万元。

广东中出的2注765万元出自
珠海同一体彩实体店，中奖彩票是一
张2倍投注、20元投入的单式票，单
票擒奖1531万元。

北京中出的765万元出自海淀，

中奖彩票是一张前区3胆15拖＋后
区2拖的胆拖票，单票擒奖774万
元。

黑龙江中出的765万元出自绥
化，中奖彩票是一张5注号码、10元
投入的单式票。

浙江中出的765万元出自金华，
中奖彩票是一张12＋4复式票，单票
擒奖818万元。

二等奖开出128注，单注奖金
7.4万余元，其中48注选择追加，多
得奖金5.9万余元。本期大乐透全
国销售金额为2.82亿元，计奖结束
后奖池余额13.3亿元。

绥化幸运儿中大乐透765万
体育彩票

黑龙江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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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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3·15在身边

省消协
热线电话 15045112315

生活报讯（毕新）5日，大庆市
体彩中心迎来一位中奖者，他在位
于大庆市采油五厂兴隆祥市场萨
大路西的2309009623体彩实体店
购买“十倍幸运”，喜中25万元头
奖。

据了解，中奖者L先生平时偶
尔购买体彩顶呱刮即开票。中奖当

天，他只刮了3张票，就喜中头奖，
堪称“十倍幸运”。

进入11月，大庆在不到一周的
时间里，分别中出“红宝石”“麻辣
6”“十倍幸运”三个体彩顶呱刮即
开票头奖。如果你非常喜欢顶呱刮
彩票，不妨也来试一试，寻找一下属
于你的幸运。

十倍幸运！

大庆体彩顶呱刮又中大奖

安装定制橱柜接连出问题

活儿没干完活儿没干完 设计师设计师售后全失联售后全失联
爱建居然之家金牌橱柜：正在协商解决中

生活报讯（见习记者索锡宁 记者吴哲）“我花75000元，在爱建居
然之家金牌橱柜定做橱柜，现在已经半年过去了，还没安完。”日前，哈
市居民王女士告诉生活报记者：“现在设计师离职了，橱柜还没安完，出
现了多处问题，什么时候能解决，如何进行赔偿，商家都没有回复。”

据介绍，今年5月末，王女士
在道里区爱建居然之家的金牌
橱柜定制了橱柜，在和设计师敲
定了安装方案后，王女士全额支
付了购置款。经过近三个月的
等待，王女士家的定制橱柜开始
安装了。“安装过程中发现了很
多问题，比如洗菜盘安装孔开大
了，有掉落的可能；橱柜上有两
扇长虹玻璃的柜门，应该是超白
玻璃，送来的是有些绿色的玻
璃，我总结了一下，一共出现了
16处问题。”王女士告诉生活报
记者：“好多是设计存在的问题，
设计师当时表示都能解决，可是
到了9月下旬，我想联系设计师，
发现他电话不接、微信不回，找
不到了。”

王女士只好将问题反映给了
金牌橱柜全国售后。“全国售后客
服帮我联系到了哈尔滨这边的负
责人李经理，他告诉我设计师已

经离职了，他负责给我解决问题，
并且答应我10月20号之前就能
完事。”经过一个月的等待，王女
士家的橱柜还是没有安装上。“问
题没解决，金牌橱柜的李经理和
售后人员也失联了，没办法，我再
次通过全国售后客服找到他们，
我让他们给我签订了一份安装协
议，上面写明了我家需要整改的
16条问题，同时写明了要在2021
年 10月 31日之前，解决所有问
题。”

王女士还向金牌橱柜店家提
出了赔偿要求。“因为这个橱柜安
装拖延，我现在迟迟不能入住，希
望商家给予橱柜全款的30%金额
作为赔偿。”王女士说：“10月31
号也没给我安装好，我提出再追
加30%作为赔偿金，李经理表示
这个他处理不了。我问他橱柜什
么时候能安装完，他也没给我准
确的答复。”

消费者：安装发现16处问题 设计师失联

根据王女士反映的情况，生活报记者首
先联系了为她进行橱柜设计的设计师黄先
生。“我现在已经离职了，有什么问题直接联
系金牌橱柜解决。”黄先生说。

随后，生活报记者又与爱建居然之家金牌
橱柜的负责人李经理取得了联系。“在我知道
这件事情之前，一直是王女士和设计师在沟
通，公司不知情，所以耽误了解决问题的时
间。9月下旬我知道这件事的时候，设计师已
经离职了，联系不上，很多细节上的事没办法
进行核实。但是问题出现了，我们现在正在积
极解决。”李经理说：“10月20号之前，我们也
将情况反映给公司了，现在我们给总部打了特
殊申请，王女士家需要更换的岩板台面，10月

31号已经到货了，总部回复，其他的材料13号
能给我们发货，等所有材料到齐了，大约是在
20号以后，我们一起给王女士更换。”

李经理表示，在王女士家橱柜设计、安装
的过程中，金牌橱柜确实有做得不到位的地
方，商家向王女士表示歉意，但是王女士目前
提出的赔偿金额较高，双方还需要协商解
决。“等解决完全部问题后，公司会再给予王
女士一万元赔偿金。”李经理表示：“现在我们
也请商场的商管出面，在安装时间和赔偿金
额上帮我们跟王女士沟通。”

目前，双方关于橱柜安装时间和赔偿金
额的问题，还在进一步协商解决中。对于此
事，生活报也会继续关注。

商家：11月下旬材料到齐一起安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