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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记者周琳）
记者从哈尔滨市第五医院
获悉，疫情期间该院执行非
急诊全面预约，请到院市民
严格按照预约时段准时就
诊。市民可通过关注“哈尔
滨市第五医院”公众号、“健
康龙江服务平台”、“亿家健
康”进行预约，不会操作手
机的老年人可通过电话预
约、室外候诊区现场预约等
方式预约号源。预约电话：
114/116114、 88626761、
15776946507。

生活报讯（记者周琳）
记者从哈尔滨市红十字中心
医院（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
哈尔滨妇产医院）获悉，该院
贯彻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工
作“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
工作要求，执行非急诊全面
预约（除急诊患者、60岁以
上患者外，各科室全面实行
分时段预约诊疗），请广大市
民按时段预约就诊。

生活报讯（记者仲亮）2
日，记者从华电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哈尔滨热电厂供热公司
获悉，受本次疫情影响，2日起
各营业部暂停营业。各营业
部恢复营业时间需根据疫情
影响程度另行通知，热用户可
关注“哈热供热”微信公众
号。如有疑问，请拨打24小
时客服热线：82792111。

生活报讯（记者何兴丽）
记者2日从黑龙江省公安厅
高速公路交通管理局获悉，根
据当前疫情防控严峻形势，为
防止出现交通违法处理服务
窗口聚集问题，有效切断疫情
传播链条，黑龙江省公安厅高
速公路交通管理局决定自3
日起，对办理相关交通违法业
务实行电话预约。

生 活 报 讯（记 者何兴
丽）2日，记者从哈尔滨市公
安局交警支队了解到，自即
日起暂停全市区机动车驾驶
人考试业务，暂停哈尔滨市
机动车驾驶人考试（包括理
论、场地、道路及安全文明常
识考试）。已预约成功的考
生，哈尔滨交警支队考试中
心将统一办理取消考试，不
计入考试次数。

生活报讯（见习记者王
伟健 记者黄迎峰）记者获
悉，3日起，哈尔滨新区江北
一体发展区（自贸试验区哈
尔滨片区）政务服务大厅实
行“预约办”“网上办”“掌上
办”。市民可通过“松北高新
区行政服务中心”公众服务
号 或 拔 打 400-103-8890
进行预约办理。

生活报 2 日讯（记者张立）2
日，哈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
炎疫情工作指挥部发布第41号公
告。根据阳性感染者流调结果和专
家分析研判，哈市指挥部决定于2
日8时，启动部分地区第一轮全员
核酸检测。

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哈尔滨市道里、道外、南岗、

香坊、平房、松北区等区域内全部人
员，均需进行核酸检测筛查，确保应
检尽检、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二、请广大市民群众按照社区
（村屯）通知的时间段，携带本人有
效身份证件，及时前往采样点进行
核酸检测。检测时，请主动出示“龙
江健康码”等信息，全程规范佩戴口
罩，不插队、不交谈、不聚集，与他人
保持1米以上间隔，听从现场工作

人员指引，有序完成扫码、登记、采
样等工作流程。

三、在等待核酸检测结果期间，
请广大市民群众自觉居家，非必要
不外出、不聚集、不聚会、不聚餐。

四、为确保核酸检测全覆盖、
无遗漏，将对核酸检测实行“龙江
健康码”赋码管理，未按疫情防控
要求进行核酸检测的人员“龙江健
康码”将会调整为“黄码”，督促您
尽快到指定地点完成核酸检测，待
完成检测且结果为阴性的，“龙江
健康码”会调整为“绿码”。由此给
市民朋友带来的不便，请给予理解
和支持。

五、为集中力量做好全员核酸
筛查工作，迅速切断疫情传播源头，
自即日起，开展全员核酸检测的区
新冠疫苗接种工作暂停3天。

冰城主城区启动
第一轮全员核酸检测

生活报讯（记者张立）2日，哈市应
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指挥
部发布第40号公告。

棋牌室（麻将馆）、洗浴、影院、剧院、
歌厅、舞厅、足疗店、按摩院、游戏厅、网
吧、剧本杀、桌游吧、密室逃脱、室内体育
健身场所、室内儿童游乐项目、位于地下
室或半地下室的小旅店、各类线下教育培

训机构等空间相对密闭的场所暂停营
业。各宗教场所暂停对外开放，暂停集体
宗教活动。

各类药店暂停销售退热、抗生素、
抗病毒、咳嗽感冒类药品，发现购药人
有发热等可疑症状的，要第一时间向所
在社区（村屯）报告。对该报告不报告
的一律予以关停，造成疫情传播后果

的，将严肃追究相关单位和责任人的法
律责任。

此外，按照40号公告要求，公安机关
将在全市范围内加强“场、站、卡点”的查
验防控工作，筑牢安全屏障。按照“逢车
必查、逢人必测”的原则，对所有进出哈市
的车辆和人员加大动态排查核查和管控
力度。

哈市药店停售感冒类药品
场、站、卡点逢车必查 逢人必测

哈市政府线下促消费活动停止

生活报讯（记者吕晓艳）记者从哈市
教育局获悉，哈市部分区县（市）停止线下
教学，根据哈市疫情防控工作需要，部分
区县（市）开展全员核酸检测。2日-3日
道里区、南岗区、平房区、松北区、道外区、
香坊区中小学校（含中职学校）及校外培
训机构停止线下教学，转为线上教学，托
幼机构停园，恢复线下教学时间另行通
知。

哈市主城区学校2日起开启线上教学
模式, 停课不停学。记者从各中小学获悉，
学校坚持一方面抓防疫不放松，一方面抓
教学，使线上教学有序、有效进行。网课期
间，各校老师为同学们精心准备了形式多
样、内容详实、讲解生动的课程。老师们借
助云端，以高度的责任心和耐心，进行授
课、批改、答疑，关注、监督、鼓励每一个同
学，为同学们的学习生活保驾护航。

哈市主城区中小学停止线下教学

学校晒出网课“成绩单”

生活报法律顾问
黑龙江同长律师事务所
主 要 业 务 ：法 律 咨 询
诉 讼 、非 诉 讼 业 务
咨询电话：17094511333
地址：南岗区黄河路136号

NEWS新闻集装箱

生活报讯（记者张立）2日，哈市发布紧急通知，根据哈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第40号公告要求，哈市政府线下促消费活动停止。

生活报讯（记者史天一）记者从
哈市公安局南岗分局获悉，2日，南岗
公安分局对疫情防控期间故意隐瞒旅
居史、暴露史、接触史的付某某进行立
案侦查。

2日，南岗分局发布通告，在最
近疫情防控期间，哈市外来务工人
员付某某无视有关规定，故意隐瞒
旅居史、暴露史、接触史，造成疫情
传播风险，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

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法
律法规。公安机关经全面细致调
查，决定对其立案侦查，依法追究其
法律责任。

故意隐瞒旅居史暴露史接触史

付某某被警方立案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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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
卖
公
告

黑龙江省广源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接受委托定于2021年
12月11日上午9时，在中拍平台以网络竞价形式公开拍卖牡
丹江镜泊湖国际俱乐部会议中心1-3层房产及土地使用权，
房产建筑面积5347.32㎡，土地使用权面积2410.35㎡。竞价网
址：http://paimai.caa123.org.cn;

竞买须知：即日起在标的物所在地展样，欲参加竞买者请
于12月10日16时前到哈尔滨市赣水路30号806室交纳竞买
保证金并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电话及微信：139-4606-7879

拍
卖
公
告

牡丹江宏源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接受委托，定于2021年12
月25日10时在中拍平台以网络竞价形式公开拍卖海林市职
业教育中心三台自动售水机占用的场地1年承租权。

即日起在标的物所在地展样，欲参加竞买者请于2021年
12月23日15时前持有效身份证件到牡丹江市爱民区庆明路
66号A7-116号门市办理竞买登记手续。（注：本次拍卖自由竞
价时间为1分钟，限时竞价时间为2分钟）

详情请咨询：13945317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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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价急售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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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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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售香坊松海路 88号置信
澜悦东方洋房。使用面积：一层
120平方米，负一层150平方米，
带超大南北两个阳光井 ，一层南
北两个户外花园面积 116 平方
米，另有20平米储物间。

户型合理，利用率高，储物空
间特别多。整房全进口材料家
具，豪华装修，品质生活，因去外
地发展，希望将此屋转让给真正
喜欢的主人！
配套：地铁3号线；香坊重点松

乐学校九年一贯制学校在建；德
强小学一批次报名，校车小区门
口一站直达。万科物业，管家服
务，小区环境设施极佳。

联系电话

13664646555

急 售 洋 房

黄河路宣庆小区，6楼私产
（层高 7层），建筑 105平米，使
用70平米，两室一厅一卫，中档
装修送家具，24小时包烧供热，
拎包即住。小区生活便利，院里
有启明星幼儿园、宣庆小学和中
学。临近公交站台、工大二校
区、龙塔、湘江公园，生活方便，
院内可停车，院内有中心公园，
配套设施齐全！低价出售，可贷
款，随时看房！

联系电话：赵先生

13694515777

抵账房低价出售

生活报中缝广告生活报中缝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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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681180
15004697804

出租出售写字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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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售松北花园洋房

哈尔滨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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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产房屋。房屋紧邻松北虎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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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年公寓对外出售
在五常市背荫河镇，

占地 4000 平方米、手续齐
全，有宿舍 1000平方米，客
源稳定、房屋是不动产证，现
因本人年龄已大无力经营，
有购买者或承包者均可。

联系电话：姚先生

13204606822
13936240155

面积800米（2层），动
力电、上下水、室内卫生间，
另有 100米厂房，位于松北
区庙台子火车站附近。

联系电话

15504570788

厂 房 出 租

生活报讯（记者李威兵文/摄）2
日，哈尔滨市民王大爷通过本报帮办热
线反映，自来水管漏水一个多月了，自
己找了很多部门，到现在水管还一直修
不上。采访中，哈市自来水公司工作人
员表示，会帮助王大爷进行修理。

2日，生活报记者来到大成街154
号楼，王大爷家是一楼的一个门市，棚
顶有一根水管，不断地往外渗水，小水
珠顺着水管不停地滴下来。水管下面，
摆了一个大塑料桶，用来装水。王大爷
说：“一宿接一桶，接一个月了。这是自
来水主管线，我们也不能把水阀关了，
找物业一个月了，就前两天来了两个
人，看了一圈，到现在还没修上。”

记者了解到，王大爷找物业反映
情况后，物业工作人员来到这里查看
情况，他们让王大爷自己去买配件，再
由自来水公司修理。王大爷觉得主管
道应该是物业负责，不应该自己去买
配件。又去找物业协商，12月1日，物
业告诉王大爷配件买完了，拿着配件
来修水管，结果发现配件买错了，没修
上。2日，物业又给王大爷来电话，告
诉王大爷配件买回来了，让王大爷自
己去取，然后王大爷再联系自来水公
司，由自来水公司修理。王大爷很生

气：“这应该是物业管的事，也得我联
系？”

2日，生活报记者联系到负责该居
民楼的物业，物业工作人员说：“可以
让居民和管理员联系，最好是下午一
点半以后。”王大爷听到物业的说法更
生气了：“他们业务都让我们住户联
系，这不是难为我们吗？”

当日，记者联系到哈市自来水公
司，相关负责人了解情况后向记者介
绍，该楼应由物业负责，自来水公司于

11月30日接到反映此事的信函，因为
修理配件不应由自来水公司负责，便
与物业沟通，物业购买了配件后，自来
水公司发现配件买错了，根本修不
上。物业告诉自来水公司工作人员，
他们再去买配件，买回来后再联系自
来水公司修理。“如果没有人能修理，
我们帮助居民修理，但是修理过程需
要停水，停水也得物业来做。我们一
直等着物业买好配件联系我们，到现
在也没信啊。”

采访中，自来水公司相关负责人
表示，会与王大爷和物业再联系，如果
没有人能够修理，自来水公司会积极
帮助王大爷解决实际困难。

大成街154号楼漏水一个月修不上

居民感慨：修个水管咋就这么难？

生活报讯（见习记者王
伟健 记者黄迎峰）“用不上水
快一个月了，没想到这几天就
能正常用水了，现在水流也大
了，啥都不耽误了，谢谢你
们！”12月1日，孙先生特意打
来电话感谢生活报记者帮助
他们解决了顶层用水难的问
题。

11月26日，家住哈尔滨
市道里区安广街125号顶层
的居民向本报反映，近一个月

的时间，家中莫名水流变小，
热水器、马桶等都因供不上水
而无法使用，日常生活因没水
而受到极大影响。记者通过
与小区物业等单位多方协调，
目前孙先生家及其他三户顶
层居民的日常生活用水都已
得到解决，大家表示：“拧开水
龙头就能出水的感觉真好，洗
菜、做饭、冲水和洗澡等一切
如初，太好了”。

照片由居民提供

“安广街125号顶层居民用水难”后续

居民终于能正常用水啦

生活报讯（实习生张瑞
焓 记者梁晨）2日，《哈铁文化
小区闲置垃圾转运站阻碍消
防通道》报道刊发后，在街道
办工作人员的建议下，居民代
表刘先生预约了市规划局的
查档服务。“图纸上根本没有
这个垃圾转运站的建筑设
计。”小区业主代表日前正在
整理手里的材料，将于近日到
街道办举报违建行为。

据了解，业主代表刘先生
于在位于友谊东路541号的
办公地点见到哈市规划局的
工作人员。“规划局的工作人

员找到当年的小区设计图纸，
我当时拍照保存下来了。”刘
先生一边说着一边向记者展
示其所拍的多张图片。指着
放大的图片，刘先生表示：“你
看这里就是现在垃圾转运站
的位置，但在设计图纸上这里
是空的，也就是说这个建筑不
在当年的设计中。”

生活报记者再次联系到
燎原街道办城管科科长李磊，
他表示“当年的小区设计图纸
上没有这处建筑的话，居民们
可以拿着图片对此建筑进行
举报，举报其为违法建筑。”李
磊进一步介绍：“居民举报到
我们这里，我们再向南岗区执
法局上报，区里会再向市里上
报，市里会给出最终解决方
案。这个流程是需要时间，介

于之前的经验，
从举报到拆除
我预计至少要
半年。”

小区业主
代表日前正在
整理手里的材
料，将于近日到
街道办进行举
报。

本报将对
此事持续关注。

《哈铁文化小区闲置垃圾转运站阻碍
消防通道》后续

小区设计图纸中
没有该建筑
街道办：如是违建 半年左右拆除

帮办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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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记者周琳）疫情常态化防控下，
孕妇应该怎么做好日常防护？近日，记者从哈
市南岗区疾控中心了解到，孕妇在此期间要注
意哪些防范。

据介绍，首先，孕妇要注意适度运动，注意
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其次要注意个人卫生，
避免用未清洁的手触摸口、眼、鼻，打喷嚏、咳
嗽时用纸巾遮住口、鼻或采用肘臂遮挡等。在
户外运动、购物或就医时，避免纸巾用手触摸
公用物体表面，触摸后需及时进行手卫生。日

常生活用品进
行单独使用。
当孕妇患有呼
吸 道 疾 病 期
间，尽量减少外出，如需外出，应正确佩戴口
罩，做好手卫生；当外出或去医院时要戴一次
性使用医用口罩、医用外科口罩或以上防护等
级口罩。口罩弄湿或弄脏后，需及时更换。

此外，孕妇要减少聚餐、聚会等活动。减少
前往人员密集或通风不良的场所。

疫情防控下
孕妇要注意哪些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