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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片/彩页/印刷、
宣传册，各种纸质印刷
品、价格优惠。

联 系 电 话
0451-82425822

名片、彩页、印刷
免费设计、免费发货

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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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鑫鑫龙汽配维修中心
鑫鑫龙汽配

维修中心开业了！专
业维修：长城，金杯，
丰田，本田，尼桑，大
众，发动机大修，保
养、换油、钣金喷漆、
内燃 底盘及配件。

电话
0451-82716843
15124586000
地址：马端街162号

滨牌羽毛球俱乐部
好 消 息 ！ 好 消

息！（松北区）滨牌羽毛球
俱乐部开业啦！馆内七
片标准场地，可以承接各
种赛事 。免费洗浴，免
费停车。接受散场预定。

预定电话
0451-55339222
15245156669
（微信同号）

地址：松北区高科路2
号（松北交警队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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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尔滨龙新塑料编织有限

公司宾西分公司，因工作人员疏

忽不慎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建字第 2017-Q-04），建筑工程

施工许可证（编号：2017-Q-09）
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 黑龙江而立商贸有限公司

家家百货副食品商场秃哥烤肉

遗失哈尔滨市道外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核发的食品经营许可证

副本，核发日期:2017年 12月 04
日 ， 许 可 证 编 号:
JY12301040063060，声明作废。

● 哈尔滨市道外区赵娜麻辣

烫批发行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

可 副 本 ，许 可 证 编 号 ：

JY12301040002339，声明作废。

● 孔繁武遗失中央行政事业

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收据 1
份 ，编 号 ：1002205362，金 额 ：

345673.00元，声明作废。

● 哈尔滨市香坊区香坊汇未

来主角快餐店不慎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230110MA1A8KTM0J。 声 明

作废。

● 闫继宏遗失中央行政事业

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收据 1
份 ，编 号 ：1002205795，金 额 ：

525376.00元，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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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报讯（王利威 记者何兴
丽）12月2日，是第十个全国交通
安全日。今年以来，黑龙江省公安
厅高速公路交通管理局按照省公
安厅的总体部署，坚决守好高速公
路疫情防控阵地，辖区高速公路交
通事故亡人数下降9%、伤人数下
降19%，有效维护了高速公路安
全畅通。

聚焦“人、车、路、环境”，完善
交通安全动态监测、常态研判、精
准预防机制，约谈警示曝光“两客
一危”运输企业43个，排查治理高
速公路严重交通安全隐患路段37
处，协调加装加固高速公路两侧防
护栏150余处，登车检查公路客运
车辆3万余台次，及时防范化解了
一批事故安全风险隐患。年初以
来，我省高速公路交通安全管控工
作始终位列全国前五名。

建设“情指勤督”指挥平台，打
造“三道防线”管控体系，深化“网
上网下”勤务模式，组织开展“两客

一危一货一面”及商务车等重点车
辆专项整治，开展全省集中统一行
动40余次，紧盯重点时段和重点
路段，严查“三超一疲劳”、不按规
定车道行驶等突出违法。

今年以来，全省各级高速交警
部门共现场查处超员载客 3892
起、客货车不按规定车道行驶
4780起、疲劳驾驶863起、超速行
驶44299起，同比分别上升742%、

88.87%、30.17%和 15.97%，夜间
查处各类严重交通违法 1.98 万
起，高速公路交通秩序管控能力明
显提升。

根据ETC逃费新情况新特点，
联合大庆、佳木斯、鸡西市公安局及
垦区公安局建三江分局，分别成立专
案组，截至目前，共联合侦破逃费案
件10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00余
人，挽回经济损失800余万元。

今年以来

我省高速公路事故伤亡下降
生活报讯（记者李威兵）2日，生活报

记者从气象部门获悉，未来三天，哈市气温
波动幅度大，昼夜温差较大，请注意防寒保
暖。3日夜间到翌日白天风力较小，局地
易出现雾或霾，能见度低。

全省方面，3日白天，伊春南部、哈尔
滨东部、佳木斯、双鸭山、七台河、鸡西、牡
丹江多云有阵雪，其他地区多云。3日夜
间到4日白天，哈尔滨东部、七台河、鸡西、
牡丹江阵雪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转晴。
4日夜间到5日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3
日白天最高气温，大兴安岭、黑河、伊春、鹤
岗、佳木斯东部、双鸭山-14～-12℃，其
他地区-9～-7℃。

3日白天，哈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雪转
多云，西北风3～4级，最低气温东部和北
部 -17～-15℃ 、西 部 和 南 部 -15～
-13℃，最高气温-8～-6℃。3日夜间至
4日白天，全市多云转晴，偏西风转偏北风
2～3 级，最低气温东部和北部-23～
-20℃、西部和南部-20～-17℃，最高气
温-8～-5℃。4日夜间至5日白天，全市
多云间晴，西南风3～5级，最低气温东部
和北部-20～-17℃、西部和南部-17～
-14℃，最高气温2～4℃。

哈市明天局地
易有雾或霾

生活报讯（记者何兴丽）2
日，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
局和哈尔滨市公安交通管理
局，在哈尔滨市索菲亚广场联
合组织开展122“全国交通安全
日”系列宣传活动，本次活动采
取线下与线上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

活动当日，交警部门和社会
各界共计发放各类宣传资料
52500余份，开展各类宣传活动
23次，通过交管12123平台发
布提示信息922190条，利用手
机短信、微信群向重点驾驶人群
体、农民发布122主题信息，覆
盖人群近200万人。

我省开展“全国交通安全日”活动

生活报讯（记者吕晓艳）2日，生活报
记者从哈工大获悉，近日，教育部公布基础
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2.0基地（2021年
度）（以下简称“拔尖计划2.0”）名单。哈工
大物理学拔尖学生培养基地入选。截至目
前，哈工大共有计算机科学、数学、力学、物
理学4个基地入选教育部“拔尖计划2.0”
名单。

哈工大建物理“拔尖班”
入选教育部拔尖计划名单

生活报讯（耿占东 刘金玲 记者仲亮
文/摄）机器轰鸣、焊花四溅。2日，即将进
入冬月的哈尔滨气温渐冷，而哈尔滨地铁
3号线西北环河松街站施工现场，20多名
电焊工冒着零下十多度的严寒焊接钢筋
笼，他们每天作业10多个小时，焊接5000
多个点位。天气寒冷，也阻挡不住加快推
进地铁工程的脚步，整个工地一派繁忙的
施工景象。

当天，生活报记者在河松街站施工现
场看到，工地搭建了简易保温防风棚，保证
钢筋工在低温作业时手不被冻伤和低温焊
接要求；现场建起了一个面积150平方米，
高度10米的膨润土泥浆搅拌房，同时内设
多台工程热风机，确保冬季施工膨润土泥
浆达到温度要求；同时，整个施工现场大小
设备都更换了冬季防冻机油，对油管采取
蒸汽方式防止受冻，值得注意的是，在主体
施工基层顶部安装了一个可折叠的保温
层，完全可以保证地下施工作业面的温度。

据地铁集团建设分公司重点工程部部
长唐志国介绍，为了加快推进地铁3号线
二期西北环工程施工进度，地铁集团与各
参建单位筛选出重点施工项目进行冬季施

工，并针对不同工序工法制定适应冬季施
工的安全和质量措施。同时，组织参建单
位全力推进西北环地铁车站和区间隧道施
工，上海街站地连墙正在施工；友谊宫站和
兆麟公园站基坑土方持续开挖；河松街站、
公路大桥站、人民广场站和北马路站车站
主体结构继续施工；丁香公园站和靖宇公
园站盾构基地2台盾构机掘进区间隧道，
12个施工工点，每天有1300余人作业，机
械设备60余台，全力保障冬季施工正常进
行。

据介绍，为确保工程冬季施工温度达
标，河松街站、公路大桥站、人民广场站和
北马路站车站主体施工，主要采取三种防
护措施：一是冷封闭。主体施工基坑顶
部，安装电动折叠式保温层，防止冷空气
流通和降雪天气对工程的影响；二是暖封
闭。施工作业面上部，安装钢结构加盖棉
被保温棚，保障混凝土浇筑中环境温度；
三是加热源。每个施工作业面安装工程
热风机10台，保障混凝土浇筑完成后养
护温度达标。食堂提供丰富营养的餐食，
为作业人员发放低温作业补贴共计300
余万。

安保温层、保温棚、热风机保证地下施工温度工温度

哈市地铁3号线冬季冬季正常施工正常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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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记者仲亮）1日，生
活报“访民问暖”专栏关注了望奎县
火箭镇富丽新城等小区部分居民家
室温不达标一事，报道刊发后，引起
望奎县和火箭镇两级政府的高度重
视，相关领导深入望奎鑫阳热力有
限公司，了解供热工作的相关情况，
并要求供热单位立行立改，确保今
冬明春当地居民室温达标。

见报当天下午，家住望奎县火
箭镇祥和小区6号楼6单元的郭先
生给“访民问暖”专栏记者打来电
话，说生活报的报道发出后，当天室
温情况就有好转，原来没有温度的
暖气热了起来，供热公司的工作人
员也入户进行了测温，经过实测，室
温已经达标。郭先生说：“感谢生活
报的报道和关注，让问题得以快速
解决。”

生活报记者从望奎鑫阳热力
有限公司了解到，导致近期居民室
温不达标的原因是由于锅炉转动

设备故障频发，锅炉不能正常运
行，故障发生后，供热单位已经启
动备用锅炉。目前，故障锅炉已修
复完毕备用。

据望奎县火箭镇相关负责人表
示，为了保证供热问题得到彻底解
决，火箭镇要求供热企业对辖区热
用户室温情况进行拉网式排查，做
到全覆盖、无死角，建立供热不达标
用户台账，切实掌握室温不达标住
户底数，并要求企业做好解释工
作。多渠道协调解决燃料问题，除
备足生物质燃料外，又要求企业储
备一定量的燃煤，以备不时之需。
完善企业供热制度，要求热力公司
针对所辖小区的不同特点制定针对
性方案，合理调节供热流量，确保居
民用户供暖质量均衡。火箭镇将帮
助企业制定应急预案，及时制定有
关抢修的实施方案，做好应急处置
准备工作，全力保障供暖工作顺利
运行。

“望奎县火箭镇部分居民室温不达标”后续

居民反馈 报道后屋子暖了
当地政府要求热企整改 生活报讯（记

者仲亮）11 月 22
日晚，哈投集团香
坊供热公司第七
运营部维修组长
郑强下班回家，路
上接到了工作群
中的巡查通报称，
阳光绿景小区二
级网低区失压水
箱一直在补水，郑
强断定供热管线
出现了漏点，他立
即赶回工作岗位，
经过半个多小时
的紧急抢修，漏点
被修复了，周边居
民的供热没有受
到影响。

据了解，事发
当晚，郑强带领维
修班组对各地沟
井展开排查，巡查
到 1 号楼地沟井

时，发现里面烟雾缭绕，他立刻关断阀门，顺管道爬进
狭小的空间。管线因年久老化出现漏点，大量热水涌
出，导致管线周边雾气腾腾，如不及时抢修势必影响正
常采暖。郑强主动跳进地沟，全然不顾管道中的热水，
水花当即打透棉衣棉裤，他冒险进行高温高压作业。

经过近半个小时的紧急抢修，终于堵住了管线漏
点。此时的郑强，从头到脚如同水洗一般，浑身冒热
气，衣服也被冻得僵硬。尽管如此，每当有这样的情况
发生时，郑强总会冲在最前面。

供热维修人员郑强：

冒险抢修漏点 热水打湿衣裤

“访民问暖”热线
FANGMINWENNUAN

热线电话：17800590258

省住建厅主办：绥化鸿嘉花园居民投诉室温三年都不热

供暖人员：建议清洗过滤网
居民：年年清没有用

生活报讯（记者王萌文/摄）近日，
绥化市鸿嘉花园多名居民反映，室温三
年都不热，今年的供暖温度更低了。对
此，生活报记者来到多位居民家实测供
暖温度，只有17℃左右。

11月30日，家住绥化鸿嘉花园17栋的
居民赵先生，给生活报记者传过来两张测温
的图片，一张是当天早上6时28分，温度计
显示为17.1℃，另一张是9时40分，温度降
到了16.6℃。

据介绍，赵先生家是2018年住进来的，
当年温度就不高，也就是十七八摄氏度，此后

温度越来越低，今年竟好几次达到16℃，让赵
先生一家难以承受，“我多次找到供暖单位，绥
化中盟热电有限公司，供暖公司的人来看过几
次，也没有什么效果。”小区居民告诉生活报记
者，赵先生家的供暖温度是比较低的，但他家
不是个例，小区其他居民也反映供暖不好，只
不过温度没这么低，大多在十八九摄氏度。

“室温三年都不热，今年最冷”

2日中午，绥化正飘着大雪，生活报记
者来到赵先生家，进屋感觉不到温暖。记
者用自备的温度计，在厨房附近放置了五
分钟左右，温度计显示接近18℃。

赵先生说：“我们家没有小孩，都是大
人，算是比较抗冻的了，在家都穿棉裤，要
不冻腿，一洗脸洗头就感冒，晚上盖两床被
还觉得冷。”赵先生家住二楼，他告诉记者，
楼上的情况能好点，也是将达标，越往下越
冷。而且他还发现，供暖的入户进水管本
身就不热，回水管则是冰凉的。

赵先生家的分户供暖分水器就在进户
门边上，打开铁门可以看到里面有两根比

较粗的铁管子，管子上还有阀门。记者用
手测了一下，其中一根铁管基本没有温度，
另一根铁管稍有暖手的感觉。生活报记者
将温度计靠在进水管上，关上铁门等待了
两分钟，温度计显示20℃。

随后，记者上楼，来到五楼的住户刘先
生家，他家门边上的进水管摸起来要暖和
一些，但是回水管仍感受不到温度。用同
样的方法，记者对五楼的分水器进水管进
行测温，显示为25℃。刘先生说：“没想到
进水管的温度这么低，难怪室温总也提不
上去。”他告诉记者，他家白天能达到20℃，
但是夜间经常不达标。

记者中午赶到实测室温接近18℃ 当天，生活报记者暗访了
绥化中盟热电有限公司负责
鸿嘉花园小区供暖的工作人
员。工作人员承认，居民说的
门边上就是分水器的进水管
和回水管，但是他认为记者测
的温度不准确，进水管的温度
应该接近40℃，“以前接到过
该单元二楼居民的反映，当时
测的室内温度是十八九度，后
来他们没再找，我们以为温度
上来了。”

记者问，鸿嘉花园这种情
况持续几年了，有没有办法解
决？工作人员答复，需要到现

场看，“测量我们的主杠温度
怎么样，要是主杠温度正常，
那就是各家的过滤网堵了，需
要清洗过滤网，有的人家过滤
网堵得噔噔地。”这名工作人
员还告诉记者，过滤网要年年
清，但是他们不负责清理，业
户要自己找人清，“一次一百
块钱。”

赵先生得知这个答复后
表示很无奈，“他们总是这么
说，我早就按他们说的年年清
了，可是有啥用啊？进水管没
温度，过滤网清得再干净，能
把屋里的温度提上去吗？”

供暖人员建议清洗过滤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