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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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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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子俊，性别：男，出生日

期：2006年10月03日，父亲韩传

朋，母亲陈翠丽，出生医院汤原

县第二人民医院，出生医学证明

不慎丢失，编号：G230001244，特
别声明。

● 哈尔滨市道里区刘三号板

面馆（经营者：刘亚民）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230102MA1B003P21，声明

作废。

● 高英奇不慎遗失身份证，

身 份 证 号 ：

230182199711041479，声 明 作

废。

个人征婚
女，45 周岁，身高 160cm，

体重 126 斤，初中文化，离异，
有一女孩，我本人性格开朗，身
体健康，品貌端正，现在打工，
寻找对方年龄相当，真诚善良，
有稳收入，真心想成家的有缘
人，城乡不限，最好手艺人，非
诚勿扰。希望好心人看到广告
帮忙介绍。谢谢。联系电话：
13717599957张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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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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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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49724111
13613643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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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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报讯（记者张立）好消息！今
后哈市居住小区都将配建幼儿园。13
日，生活报记者从哈尔滨市政府获悉，
《哈尔滨市居住小区配套幼儿园规划建
设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布，即日起向
市民征求意见。

按照征求意见稿规定，各区县（市）
政府、市政府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
居住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纳入城乡公共
服务设施统一规划，与居住小区首期项
目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建设。

其中，居住小区配套幼儿园应当按
标准规划建设：住宅总建筑面积10至20
万平方米（约3000至6000人）的居住小
区，应当规划1所6班型幼儿园；住宅总
建筑面积20至30万平方米（约6000至
9000人）的居住小区，应当规划1所9班
型幼儿园；住宅总建筑面积30至40万
平方米（约9000至12000人）的居住小
区，应当规划1所12班型幼儿园。住宅
总建筑面积不足 10 万平方米（少于
3000人）的居住小区，可根据周边实际

情况确定是否建设幼儿园。原则上居住
小区配套幼儿园最大规模每所不宜超过
12班型、最小规模每所不宜少于6班型。

小区幼儿园建设啥标准？按照征求
意见稿规定，居住小区配套幼儿园应当有
独立的院落和出入口，应当规划在地质条
件较好、环境适宜、空气流通、日照充足、
交通方便、场地平整、排水通畅、基础设施
完善、符合卫生和环保要求的地带。

此外，住建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居住
小区配套幼儿园工程质量监管、幼儿园

项目验收备案。开发建设单位应当在居
住小区配套幼儿园验收合格后30天内，
将幼儿园土地、园舍以及相关档案资料
无偿移交所在区县（市）政府，并协助其
办理产权移交手续。各区县（市）政府接
收居住小区配套幼儿园后，应及时交所
属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由其举办公办幼
儿园或委托举办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反馈意见
征求意见截止时间：12月17日
电子邮箱：214384909@qq.com

哈市向市民征求意见

新建居住小区
都将配建幼儿园

生活报讯（记者李威兵）13日，生
活报记者从气象部门获悉，未来三天，
哈市气温波动频繁，昼夜温差大，降雪
天气将导致道路结冰和低能见度，
14-15日夜间至翌日上午时段风力较
小，局地易出现雾或霾。

全省方面，14日白天，全省晴有时
多云。14日夜间到15日白天，伊春南
部、哈尔滨东部、佳木斯西部、双鸭山、
鸡西东部多云有分散性阵雪，其他地区
晴有时多云。15日夜间到16日白天，
齐齐哈尔南部、大庆、绥化南部、哈尔
滨、七台河、鸡西、牡丹江多云有阵雪，
其他地区多云。14日白天最高气温，
大兴安岭北部-19～-17℃，大兴安岭

南部、黑河-16～-14℃，双鸭山、七台
河-6～-4℃，哈尔滨、鸡西、牡丹
江-3～-1℃，其他地区-11～-9℃。

14日白天，哈市晴间多云，西南风
3～4级，最低气温东部和北部-16～
-14℃、西部和南部-13～-10℃，最高
气温-3～0℃。14日夜间全市晴转多
云，15日白天北部多云有分散性阵雪，
其他区域多云，偏西风1～3级，最低气
温东部和北部-19～-16℃、西部和南
部-15～-13℃，最高气温-9～-6℃。
15日夜间西部多云有阵雪，16日白天
全市有阵雪，偏北风3～4级，最低气温
东部和北部-22～-20℃、西部和南
部-19～-17℃，最高气温-12～-9℃。

今天全省晴有时多云
明天多地有阵雪

生活报讯（记者仲亮）13日，生活
报记者从省纪委监委网站获悉，近日，
黑河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何宝顺涉
嫌贪污、受贿一案，在绥化市中级人民
法院开庭审理。按照省纪委监委要求，
绥化市纪委监委组织部分市直单位主
要负责同志和重点岗位领导干部20余
人到庭旁听庭审，面对面接受警示教
育。

9时整，随着法槌敲响，庭审正式
开始。何宝顺在法警的押解下，脚步沉
重、神情落寞地走上被告席。

1957年出生的何宝顺，从农村生
产队会计起步，34岁升任副处级，一步
一步走到副厅级领导岗位。然而，他并
没有珍惜党和人民对他的信任和培养，
走向了违纪违法的歧路。今年4月，何
宝顺主动投案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
查。

“被告人何宝顺利用担任黑河市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党组书记、局长，
五大连池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党委
书记、管委会副主任、主任等职务便
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数额特别巨
大；在干部职工选拔录用、工程承揽、

催要工程款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
索要、非法收受王某等22人财物，数
额特别巨大……应以贪污罪和受贿罪
追究其刑事责任。”庭审中，何宝顺的
违纪违法事实被一一披露，其腐败堕
落轨迹清晰可见。

面对法官和公诉人的提问，何宝顺
当庭表示认罪、悔罪：“我辜负了组织的
信任和家人的期望，如果能始终保持对
纪法的敬畏、清正廉洁，何至于走到今
天这个地步？”

何宝顺在最后陈述时，几度哽咽，
现场气氛严肃凝重。旁听席上的党员
领导干部凝神倾听，这场“零距离”的警
示教育，让在场者受到强烈震撼和警
醒。

“作为一名党员干部，旁听今天
的庭审很受教育。何宝顺案告诉我
们，权力一旦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
具，必将让人跌入罪恶的深渊。我们
要引为鉴戒，时刻绷紧纪律红线、敬
畏党纪国法，做到秉公用权、廉洁用
权，坚决不越雷池。”庭审结束后，绥
化市发改委大数据中心主任王志贤
表示。

黑河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何宝顺涉嫌贪污受贿案开庭

生活报讯（记者何兴丽）13日，生活报记者从黑
龙江省公安厅高管局获悉，截至13日21时，受降雪
影响封闭的多条高速陆续解封，目前正常通行路段
18条，20条路段改为限速限行，建黑高速等4条高速
公路封闭。

截至13日21时

我省18条高速路段正常通行

生活报讯（李奇峰 记者于海霞）
寒冷的冬季，室外冰天雪地，兰西县红
光镇义发村刘家大院采摘园的温室大
棚里，却是一片生机盎然，一株株草莓
枝蔓翠绿怡人，长势喜人。

采摘园承包人刘国权介绍说，“今
年种植了两栋温室的草莓，预计明年1
月中旬就能迎来开园采摘和销售。除
草莓外，还种植了樱桃、西红柿、香瓜等
反季瓜果，目前西红柿已经可以采摘销
售。”

据刘国权介绍，采摘园共建设温室
大棚八栋，全部采用了太阳能取暖技
术，属于新型智能日光温室，不需要烧
煤，也不需要用电，室内平均温度能达
到20℃，相较传统温室生产时间更长、
能耗更低。

近年来，兰西县不断调整农业产业
结构，发展棚室生产，通过建设高标准
温室大棚，在冬季实现多品种种植，多
茬次销售，既让农民增加了收入，也丰
富了本地的果蔬市场。

地产西红柿草莓地产西红柿草莓
将陆续上市将陆续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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