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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房子动迁，现急寻找原
居住在哈尔滨市香坊区幸福乡曹
家村祁希光，土地使用证（03-151
号），本人李翠玲，请速与我联系，
联系电话：15804660577

寻人启事

哈尔滨浩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和相关法律规定，以及赵四
美与丁国芳签订的《债权转让协
议》，现将赵四美对你公司享有
的保证金1000000元（大写：壹佰
万元整）债权转让给丁国芳，同
时与此转让债权相关的其他权
利（包括利息、抵押权、律师费、
财产担保费、诉讼费）也一并转
让。请你公司在接到该《债权转
让通知书》后立即向丁国芳履行
上述全部偿还义务。

本债权转让通知书未经债
权受让人书面同意不得撤销。

特此通知！
签 发 人 ： 赵 四 美

2021年 11 月 24 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根据市委、市政府相关规
定，现对以下房屋的承租权公示
如下：

本 人 王 桂 花 ，身 份 证 号
230102196102114120，原承租道
外区海员街 32 街区 1 栋 5 单元 3
层 3号公有房屋，使用面积 22.06
平方米，产权单位公有房产经营
管 理 中 心 道 外 公 司 。 该 房 屋
2010年未房改就进行征收，征收
安置地点为陶瓷小区 D 区 3 栋 1
单元 10 层 1 号。本人现持有拆
迁协议、搬迁验收单、承租证、证
明等相关材料对房屋属于公产
部分进行房改买断。本人承诺
该房屋权属无争议，无任何法律
债务纠纷，所提供材料均真实有
效，并自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现面向社会公示，如有异议，请
自本公告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
内将异议书面材料送达道外区
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送达地址：哈尔滨市道外人
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23
室,电话：88973312。

公 示

哈尔滨鹏煌运输有限公司现声
明如下：

自2021年3月1日起至发稿
日，我公司所签订合同及用我公
司营业执照及公章合同章所办
理业务，如无韩福娣授权均不认
可，请与我公司有业务往来各单
位及时到我公司予以确认说
明。特此声明!

哈尔滨鹏煌运输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3日

公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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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氧泉负氧离子液诚招全国代

理商，负氧离子液使用方便，持久释
放负氧离子，含量达5000/cm3净化空
气，抗菌除醛，新房净化、学校、办公
场所优选。

加盟电话
19845256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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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家庭装修、办公场所
装修；家装、工装整屋家具定
制；承接同行二手单柜体定制；
工厂一站式服务→设计→加工
→安装。

橱柜门、衣柜柜门定制加工
（种类有PVC吸塑、PET、高光纳
米板材等）；免漆板材加工定制柜
体（材料与环保等级自选）。

工厂设有样板展厅，欢迎参
观选购。

定 制 热 线
18904515815
15846048899
工厂地址：哈尔滨市南岗

区王岗镇哈双公路 592 号，金
福来家具有限公司

生活报 2 日讯（记者张
立）2日，哈市召开疫情防控
新闻发布会，通报了最新疫
情防控情况。哈市12月2日
0-14时，新增本土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3例，全部为满洲里
市确诊病例在哈的密切接触
者，3人均在南岗区，已闭环
转运至市第六医院进行隔离
治疗。

目前，已对上述确诊病例
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和基因测序
工作。有关部门已对所有排查
出的密切接触者和密接的密接
全部落实隔离管控措施并进行
追踪排查，对涉及到的小区进行
封闭管理，对其曾经活动过的场
所进行终末消毒和封闭管理。

新增确诊病例主要情况：
确诊病例1：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普通型），现住南岗区
爱达尊御小区。

确诊病例2：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普通型），现住南岗区
金色柏林小区。

确诊病例3：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普通型），现住南岗区
东方瑞景小区。

目前，哈市正在全力开展
流调溯源、隔离管控、核酸检
测、病例救治等工作。依照哈
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指
挥部最新发布的第40号、41
号公告，现提醒广大市民密切

关注阳性感染者相关信息，如
与阳性感染者有过接触史或
活动轨迹有交集、重合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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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广大市民近期非必要
不离哈，不前往涉疫地区。
所有进出哈人员及进出各县
（市）的人员须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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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火车站、客运
站、高速公路卡口等，要严格
执行查验“健康码+行程
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
性证明、规范佩戴口罩等措
施。

提示广大市民群众，要
提高疫情防控的主动性，积
极配合流调工作，主动核查
本人及近亲属近期行程。对
不主动报备、谎报瞒报行程
者，公安机关将依法追究其
法律责任。希望广大市民群
众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
积极配合开展疫情防控工
作。

生活报 2 日讯（记者张立）12 月 2 日
0-14时，哈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
例，均为满洲里市确诊病例在哈的密切接触
者，目前在定点医院接受隔离治疗。根据流
调结果，现将其主要活动轨迹涉及场所发布
如下：

11月26日，EU1960次航班（满洲里到
哈尔滨），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出租车（黑
A7Q108），南岗区盟科百里邻里便利店（盟
科视界9号A座），哈尔滨万达嘉华酒店。

11月26日-28日，私人订制KTV（南岗
区嵩山路59号）。

11月27日-12月1日，哈尔滨惠通物流
有限公司。

11月27日，南岗区桔子水晶酒店（会展
中心店），振源祥津门包子铺（千山路13-7
号），汇康口腔门诊（哈尔滨大街37号），张亮

麻辣烫（学府四道街店），滴滴网约车（黑
A91JG7），出租车（黑ATH719），王岗大街
药店。

11月28日，道里区小鱼海鲜生蚝扇贝王
（星光耀一期办公3号楼106号门市），金莎华
商汇KTV（丽江路2588号），滴滴网约车（黑
AD95K6），出租车（黑ATY302)，东方瑞景小
区外药店。

11月29日、12月1日，菜鸟驿站（金色柏
林3号楼1-101室），平房区悦仁中西医门诊
部。

11月30日，砂锅店（道里区群力医大一
院对面），南岗区牛包铺征仪路旗舰店，道外
区哈尔滨广汇凯迪拉克，中国农业银行（东风
支行）。

12月1日，晨滨生鲜超市（金色柏林8号
楼2-101室），平房区哈五路加油站。

哈市公布新增确诊病例活动轨迹

打过滴滴
吃过麻辣烫 去过牛包铺

生活报2日讯（见习记者王伟健 记者黄
迎峰 张立）2日，哈市发布关于与确诊病例密
切接触者有行程交集人员主动报备的公告。

2日，哈市发现3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均为内蒙古满洲里市确诊病例的在哈密
切接触者。为快速有效阻断疫情传播渠道，
请11月26日晚至今到过以下地方以及近21
天内有过其他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含旅途
中转停留）的来哈返哈所有人员，立即主动向
所在社区（村屯）、工作单位报备，并配合执行

疫情排查、核酸检测、医学观察等防控措施。
地点一：嵩山路59号悦华东方酒店、私

人订制KTV；
地点二：轩辕路1号桔子水晶宾馆；
地点三：千山路13-7号振源祥津门包子

铺；
地点四：哈尔滨大街37号汇康口腔门

诊。
对不主动报备、谎报瞒报行程者，依法追

究法律责任。

生活报2日讯（龙头新闻记者曹忠
义 薛立伟）12月2日下午，省委书记、省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许
勤主持召开领导小组暨指挥部视频调度
会议，听取哈尔滨市疫情防控情况汇报，
研究部署全省疫情防控工作。他强调，
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
防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总策略，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
工作的重中之重，迅速进入应急工作状
态，严格落实“早快准严细实”要求，以强
有力举措遏制疫情反弹，用最短时间控
制疫情传播，坚决守住不向外市地、不向
外省市输出的底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
安全。

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
指挥部总指挥胡昌升作工作部署，省应
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
加会议。

许勤指出，哈尔滨市新发满洲里市
关联阳性感染者，给全省疫情防控再次

敲响警钟。哈尔滨市要启动应急机制，
以最快速度、最高效率、最严措施，把情
况摸清、源头查清、线索理清，不放过任
何一个传播链，不放过任何一个风险点，
迅速形成防、管、控和排查、检测、转运、
隔离、治疗闭环，尽快把疫情控制住。各
市（地）、县（市、区）要激活指挥部体系，
举一反三抓摸排，采取精准、严格、务实
管控措施，增强防控的高效性协同性，布
好防控网、打好遭遇战。省市指挥部要
实行扁平化管理，提高工作效率，调集资
源力量支援哈尔滨抗击疫情。

许勤强调，要突出“早快准”，全力
开展流调溯源。快一点就争得一分主
动，早一秒就少一些传播风险。要充分
利用大数据和信息化手段，开展精准流
调筛查，尽快找出阳性感染者、密接者
和次密接者等，以最快速度控制传染
源，加快推进核酸检测，做到应检尽
检。要立足“严细实”，进一步转变工作
作风。各级党员干部靠前指挥，强化一

线调度，坚持连续作战，与时间赛跑、与
病毒较量。要精准实施隔离管控措施，
严格落实转运防护要求，同步排查梳理
各环节风险点，着力堵漏洞、补短板，以
最小社会成本获取最大防控成效。要
坚决防止疫情传播扩散，对境外和国内
中高风险地区入省返省人员进行全闭
环管理，发挥社区、村屯基层“阵地”作
用，发挥发热门诊、药店等“哨点”作用，
加强对学校、养老院、福利院等重点场
所的管控，坚持人、物、环境同防，抓好
环境专业化消杀，做好院感防控工作。
要加力推进疫苗接种，强化组织调度、
统筹安排和思想发动，引导群众应接尽
接、愿接尽接，切实筑牢免疫屏障。要
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各级党委政府要守
土有责、守土尽责、守土担责，主要负责
同志要靠前指挥，对本地区疫情防控工
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加强宣传发动，
推动群防群控，引导群众自觉遵守防疫
相关规定。纪检监察部门要加强监督，

对工作不力的严肃问责。
胡昌升强调，哈尔滨市要全力“防输

出、防扩散”，坚决果断处置好新发疫情，
加快对病例、密接的流调速度，组织好感
染者居住相关小区、其他驻留过的涉疫
场所区域等污染环境消杀工作，落实好
集中隔离要求，做到应隔尽隔，加快信息
报告和风险等级公布速度，实施精准管
理，做实全员核酸检测，做好患者救治工
作。全省要坚持“防输入、防反弹”，从严
从细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精准快速
开展风险人员排查管控，加强监测预警，
强化重点场所和重点环节防控，抓好航
空口岸和边境口岸城市防控，始终保持
各级指挥体系激活状态。要全面提升疫
情应急处置水平，做到流调队伍建设到
位、大规模核酸检测能力到位、集中隔离
点储备到位、医疗救治能力储备到位、疫
苗接种到位。

省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
加会议。各市（地）设分会场。

许勤在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暨指挥部视频调度会议上强调

严格落实“早快准严细实”要求
坚决打赢哈尔滨疫情防控歼灭战

胡昌升作工作部署

去过这些地方请报备
谎报瞒报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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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美酒海参品鉴活动开始
啦！快翻翻看，你有没有尾号带9的
百元钞？兑换规则：只要您凭尾号
是 19、29、39、49、59、69、79、89、
99、09……只要尾号带9的百元钞
都可以兑名酒，兑海参。适合自饮
小酌、招待宾客、馈赠亲友。

兑换电话：0451-57781700
兑换地址：南岗区通达街151号
（与清明四道街交口） 广告

※版面有限，仅展示部分产品，
更多名酒欢迎到店或电话预约兑换

泸州老窖-泸州陈曲
52%vol 浓香型白酒
475ml*4瓶*一箱

三张尾号带9百元兑换

山西杏花村汾酒53%vol
清香型475ml*6瓶*一箱
四张尾号带9百元兑换

陕西西凤酒
52%vol 浓香型白酒
500ml*6瓶*一箱

四张尾号带9百元兑换

山西杏花村汾杏酒厂
53%vol 清香型白酒
475ml*6瓶*一箱

四张尾号带9百元兑换

茅台镇原浆 52%vol
450ml×6瓶一箱

一张尾号带9百元兑换

海参百元兑换区
原价598元即食海参(一斤)，凭一张
尾号带“9”的百元钞即可兑换。

泸州老窖白酒52%vol
500ml×6瓶一箱

四张尾号带9百元兑换

好消息！尾号带“9”百元钞
兑换海参、白酒、红酒！

生活报讯（记者何兴丽）
12月1日22时20分许，黑龙江
省公安厅高速公路交通管理局
哈双大队勤务三中队民警在京
哈高速巡逻至1192公里处时，
发现一男子坐在应急车道内，
民警立即停车上前了解情况。

该男子已冻得语无伦次，
经交警询问得知，该男子与朋
友一同驾车从哈尔滨去往长
春，在路上因发生口角，被朋友
扔下了车。他自己步行了很长
时间，实在太冷太累了，体力不
支，便坐在了路边休息。民警

在核查身份及健康码信息后，
将其带上了警车取暖，待其恢
复了体力后送到了就近的收费
站。该男子表示幸亏被巡逻民
警发现，否则在将近-20℃的气
温下，独自一人在高速上行走
后果将不堪设想。

与朋友发生口角

--2020℃℃ 男子被扔在高速上男子被扔在高速上

生活报讯（记者肖劲彪文/摄）2日8时左右，在哈尔滨
市香坊区三环路（黎明大道与团结路交口）发生三车追尾
事故。

事故发生后，交警、消防、120急救人员立即赶赴现场
进行处置。

9时20分，记者在现场看到事故现场位于左转弯车
道，距离信号灯约22米，现场一辆黑色轿车前部车体在一
辆挂车下，驾驶室严重破损变形，黑色轿车尾部车体也严
重受损变形；在黑色轿车后方还停放一辆白色SUV越野
车，该车前部车体受损。

目前，事故具体原因还有待进一步调查中。
图为事故现场

生活报讯（见习记者王伟健 记
者黄迎峰）12月1日20时许，齐齐哈
尔市泰来县某小区内一处废弃建材
堆起火，民警紧急用手挖雪把火扑
灭。

当晚，泰来县公安局宣传民警们
在社区进行反诈宣传时，走到某小区
一处居民楼前，发现正在装修的车库
门前有一堆装修后的废弃材料有火
苗，而且周围没有居民看管。眼看着
火苗越来越高，火势越来越大，所有
参加反诈宣传的民警立即向火光集
结。在没有任何工具的情况下，大家
急中生智，民警们开始徒手快速挖
雪，最终，及时将明火扑灭，化解了一
场危机。

图片由警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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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 (记者黄迎峰)
12月1日21时18分，哈尔滨
市消防救援支队指挥中心接
到报警：哈尔滨市南岗区三
环路与征仪路交口发生交通
事故，有人员被困，指挥中心
立即调派前卫大街消防救援
站出动2辆消防车、15名指
战员赶赴现场救援。

21时31分，消防救援力
量到达现场。经侦查，现场
为一辆出租车追尾一辆货
车，出租车驾驶员及副驾驶
乘客被困车内，消防员利用
液压破拆工具组对出租车变
形部位进行支撑及破拆。21
时 37分，司机被成功救出，
21时45分副驾驶乘客被救
出，2名被困人员被成功救
出，并由120医务人员送往
医院救治。

三环路与征仪路交口

出租车追尾货车
2人被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