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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龙祥拍卖有限公司接受委托以网络竞价的形式公开拍
卖 ：1、位于双城区杏山镇富山村耕地 8 万平方米租赁使用权。参
考价：6.4 万元（上述耕地承包期限从拍卖成交后签订承包合同之日
起至 2022 年 11 月 30 日止，不享受地补或粮补）2、哈尔滨松北新区
世纪路南萧红大街东广电佳园 5DP-1 栋 1-2 层 14A 号叠拼别墅，建
筑面积 255.84 平方米，参考价：195.6 万元。

拍卖时间：2021 年 12 月 22 日上午 9 时；拍卖网址：http://
paimai.caa123.org.cn；展样时间及地址: 公告之日起；标的物所在
地；竞买须知：有意竞买者请于2021年12月21日15时前交纳竞买
保证金，办理网络报名或微信网签。咨询电话：18045121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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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旭升拍卖有限公司接受委托，定于2021年12月21日10
时在中拍平台以网络竞价形式公开拍卖：1、哈尔滨烟叶公司所属烟站
闲置房产5处，房屋建筑面积约761.69㎡～1807㎡，分布地区集贤、绥滨
等5个地市；2、绥化市红卫街、肇东市城区南十七街房产各1套，建筑面
积约131.58㎡～132.32㎡。（详情请登录：www.xspm.cn）

即日起在标的物所在地展样，欲参加竞买者于12月20日15时前
持有效证件及竞买保证金到哈市香坊区华山路10号万达商务4号楼
307室拍卖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注：本次拍卖每个标的自由竞价时
间为1分钟，限时竞价时间为2分钟）

微信及咨询电话：13303667897 18045008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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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旭升拍卖有限公司接受委托，定于2021年12月22日9时
在中拍平台以网络竞价形式公开拍卖五常市中心商场1-2层房产，参
考建筑面积3283.95㎡。

即日起在标的物所在地展样，欲参加竞买者必须现场实地勘察，并
于12月21日15时前持有效证件及竞买保证金到哈市香坊区华山路10
号万达商务4号楼307室拍卖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注：本次拍卖每
个标的自由竞价时间为1分钟，限时竞价时间为2分钟）

微信及咨询电话：13303667897 详情请登录：www.xsp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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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古典拍卖有限公司接受委托以网络竞价的形式公
开拍卖:别克君威轿车两辆。（两辆车整体捆绑拍卖）

拍卖时间:2021年12月21日9时
拍卖网址:https://paimai.caa123.org.cn
展样时间: 即日起 展样地址:标的物所在地
竞买须知:有意竞买者请于2021年12月17日11时前（以

保证金到账时间为准）交纳竞买保证金及办理网络竞买登记手续。
咨询电话:13633604217

生活报记者联系到辖
区太阳岛街道办事处执法
中队。据负责人介绍，他
们每天都在这里进行定点
清理，取缔无证商贩和冰
面上一些非法经营活动。
一些商贩与执法人员打游
击，利用间歇时间出现在
这里揽客，执法人员将加
大巡查和取缔力度，将对
无证商贩进行坚决取缔。

同时，执法人员表示，
前段时间已经查处取缔过
一辆在冰面上非法运行的
雪地摩托车。

同时有关部门提醒广
大市民，切勿随意到江面活
动，尤其是现在，冰面牢固度
不高，极易发生意外。

执法：
每天定点清理
将取缔无证商贩

生活报讯（见习记者王伟健 记
者黄迎峰）气温忽高忽低，冻融交
替，这让刚刚封江的江面十分危险。
12月5日，佳木斯市一男子在外滩
公园散步时就因涉险过江而掉入江
中。

“我掉江里了，快救救我！”5日
晚，佳木斯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接
到报警后，立刻派出附近巡逻的民警
携带救护设备赶往现场，同时联系消
防救援部门。由于当时夜色较黑，救
援地点模糊，民警到达江边后并未发
现有人溺水，也没听见呼救声，只能

沿江徒步展开搜救。终于在半小时
后，民警在江面中心100米处听见微
弱的求救声音，同时看到用胳膊撑在
冰面上的黑影，下身浸泡在水中，无
法移动。民警联合消防救援人员使
用救生绳将其拽到岸边，取出保暖衣
物穿好，将男子带回所内取暖。

经询问，男子当日晚饭饮酒后去
江面散步，途中突然冰面碎裂坠入水
中，在拨打完110报警电话后手机也
掉入了江中，幸亏手臂撑住冰面，直
到救援人员赶到得以脱险。

图片由警方提供

佳木斯男子酒后涉险过江溺水
幸被民警救上岸

江边立警示牌“冰面危险”
江上商贩忙揽客 雪地摩托疯跑
哈尔滨大剧院湿地江面挺危险 执法部门将取缔非法经营活动

生活报讯（记者郭登攀 时继凯文/摄）
随着哈市进入冬季，又到了儿童玩冰乐雪
的好时候，但户外活动一定在安全的前提下
进行。近日，在哈市江北大剧院路段堤坝下
湿地冰面上，很多人在这里玩冰。一些商贩
也看到了商机，在这里出租雪圈，甚至雪地
摩托车也冲上冰面揽客。

13日中午，记者在现场看到，堤坝上矗
立着警示牌：冰面危险，严禁一切车辆行人
通行。可在冰面上还是有很多前来玩耍的
市民。有的人带着孩子，坐着雪圈从路基上
滑向冰面。冰面上还有狗拉爬犁和雪地摩
托车，很多娱乐项目都是小商贩自行收费
的。在堤坝上，道路两旁停了很多车辆，使
原本宽敞的道路变得狭窄。

有很多商贩手里拉着雪圈在揽客，价格
也是很随意。记者问了一位商贩，雪圈是如
何收费的？一位商贩回答，30元/小时一个
圈，另外一位商贩则压低了声音说：“姐们，
你想租吗？我这便宜，40元一个圈，你可以
玩一天。”“那你这手里就两个雪圈，如果只
租两个人，这一天就收80元，这也不划算
呀！”记者问。“没事，我们是个公司，有很多
雪圈，你就放心吧，你们要租多少个都有。”

市民董先生则说：“这里已经形成了一
个产业链了，小商贩们在这里都是胡乱收
费，希望有关部门能好好管一下。”

走访：
商贩揽客 雪圈爬犁摩托全都有

记者随机采访了一位带孩子出
来遛弯儿的家长徐女士，她说：“就
是这几天的事，当时一个女孩跟家
长在这里玩雪圈，由于速度太快，撞
上了正在坡下玩耍的另一个孩子，
最后，被撞的孩子被送医了。”

徐女士说：“因为出了好几起事
故后，有警车巡逻，不让人员在堤坝
靠江的一侧玩耍了，一些人又转到
堤坝另外一侧玩耍。但我觉得这也
是有危险的，这边斜坡很陡，坐雪圈
的孩子又多，难免会互相碰撞，加之
冰面上还有雪地摩托车等，速度极

快，让孩子们在这里玩儿太危险
了。”

据现场另一位带小孩儿的家长
讲，雪地摩托在冰面上横冲直撞，冰
面上有人员，还有玩耍的儿童，非常
危险。并且这些摩托车都是经过改
装的，都是那种大马力，大型号的，在
冰面上风驰电掣般穿行，一旦出现事
故后果不堪设想。

正说着，现场传来一阵阵轰鸣
的响声，冰面上冰凌飞溅，一种速度
极快经过改装的雪地摩托车急驰而
过，在冰面上来回穿梭行驶。

问题：速度太快 雪圈、摩托“混行”

民警携带救生衣救援民警携带救生衣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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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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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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市铭聚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经投资人决定减少注册资
金，由原来的注册资金壹仟万圆
整减资到壹佰万圆整,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91230108MA7CY⁃
EXA6J，法定代表人:徐春娟,请债
权人自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公
司要求提前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
的担保，根据公司法，特此公告。

哈尔滨市铭聚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

2021年2月14日

减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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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 江 ，身 份 证
230105195508172915，原承租道
外区南水泥头道街 14 号 40 栋 4
单元 302-1 室单位产房屋，使用
面积 18.077平方米，产权单位哈
尔滨水泥厂综合生产服务公司。

本 人 解 顺 利 ，身 份 证
23010519550904291X，原承租道
外区南水泥头道街 14 号 40 栋 3
单元 302-2 室单位产房屋，使用
面积 19.9平方米，产权单位哈尔
滨水泥厂综合生产服务公司。

王长江、解顺利原单位产房
屋为合厨，现持有承租证、公证
书等相关材料对房屋属于公产
部分进行房改买断。王长江、解
顺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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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焦美菊：
2021 年 10 月 6 日您与我公

司签订《商品房预定书》，认购我
公司开发建设的万科金域悦府
项目二号地 7 号楼 1 单元 17 层
1702号房，并已支付定金人民币
20000元。

根据《商品房预定书》的约
定，您应在 2021年 10 月 13日前
应向我公司支付购房款 687920
元，并与我公司签订《商品房买
卖合同》。截至本通知书发出之
日，《商品房预定书》约定的付款
与签约期限已届满，但您至今仍
未办理前述付款和签约事宜，您
的行为已构成违约。

现我公司正式通知您：我公
司决定解除双方签订的《商品房
预定书》，您所交的定金不予退
还，同时我公司有权将房屋另行
销售。特此通知。

哈尔滨万晟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2021 年 12月 14 日

解除商品房预定书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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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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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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南京 12 月 13 日电 中共中
央、国务院13日上午在南京隆重举行
2021年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
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
理孙春兰出席并讲话。

国行公祭，祀我殇胞。公祭仪式在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集会广场举行，现场庄严肃穆，国旗下
半旗。约3000名胸前佩戴白花的各界
代表静静肃立。10时整，仪式开始，全
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
唱毕，全场向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默哀，
南京市拉响防空警报，汽车停驶鸣笛，
行人就地默哀。默哀毕，在解放军军乐
团演奏的《国家公祭献曲》的旋律中，解
放军仪仗大队16名礼兵抬起8个花圈，
敬献于公祭台上。

之后，孙春兰发表讲话。她表示，
今天我们隆重举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国家公祭仪式，深切缅怀南京大屠杀死
难者，缅怀所有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
死难同胞，缅怀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
利献出生命的革命先烈和民族英雄，宣
示中国人民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庄严
立场，表达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
崇高愿望。

孙春兰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一百年来，中国共产
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如期
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
奋斗目标，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展现了
新时代的新气象新作为，这是对南京
大屠杀死难者和所有抗战期间牺牲烈
士以及死难同胞的最大告慰。历史大
势浩荡前行，民族复兴前景光明。我
们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倍加珍惜党的
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深刻
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开启
新征程、展现新作为，为实现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孙春兰讲话后，84名南京市青少年

代表宣读《和平宣言》，6名社会各界代
表撞响“和平大钟”。伴随着3声深沉的
钟声，3000只和平鸽展翅高飞，寄托着
对死难者的深沉哀思和对世界和平的
坚定向往。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
主持公祭仪式，全国政协副主席何维和
中央军委委员、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
华出席。

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

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东部战
区、江苏省、南京市负责同志，各民主党
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
士代表，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及遇难同胞
亲属代表，国内相关主题纪念（博物）
馆、有关高校和智库专家、宗教界代表，
驻宁部队官兵代表，江苏省各界群众代
表等参加公祭仪式。

2014年 2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决定，以立法
形式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
难者国家公祭日。

国家举行公祭仪式
深切缅怀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生活报讯（记者仲亮）进入
12 月，哈市各热企开始收缴热
费。热费如何缴？什么情况会被
收取违约金？针对市民关心的问
题，记者采访了哈市部分供热单位
相关负责人。据了解，按照《黑龙
江省城市供热条例》和《哈尔滨市
城市供热办法》的规定，热用户需
在12月31日前缴纳热费，逾期不
缴或拒不缴纳热费的，应按照合同
约定支付违约金，逾期不缴，每天
按照总热费千分之一收取。

据了解，目前哈市热费计算方
式分两种：实行热计量的用户，按
基本热价和计量热价结合缴费，用
户应于每年12月31日前向供热
单位按面积预缴全额热费，待供热
期结束后，按实际计量情况结算热
费，多退少补；对于未实行热计量
的用户，按照房屋使用面积缴费，
住宅收费标准为每平方米38.32
元，公企单位为每平方米43.3元，
用户应于供热期前向供热单位缴
不少于50%的热费，剩余热费应
于每年12月31日前向供热单位
缴纳，需退还热费的，供热单位应
在供热期结束后一个月内退还给
用户。值得关注的是，新建房屋未

交付购房人使用前的热费，由建设
单位缴纳；租赁房屋的热费，由房
屋所有人缴纳；承租公有住房的，
热费由房屋承租人缴纳；出租人和
承租人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据哈市供热办相关负责人介
绍，用户逾期未缴纳热费，供热单
位可发出催缴通知书，用户自收到
该通知书满15日仍未缴费，供热
单位在不损害其他用户权益的情
况下，可对其限热或停热，并向供
热主管部门备案。用户拒不缴费
的，将按合同约定支付违约金，每
天按照总热费千分之一收取。除
个别用户与热企签订《供热合同》，
对热费缴纳时间进行约定外，其他
用户都需按《黑龙江省城市供热条
例》执行。

记者从华能、金山堡、龙唐群
力等哈市各大供热单位了解到，
鉴于目前的疫情防控形势，各供
热单位收费大厅均临时停业。用
户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银行代
收网点等方式缴纳热费，具体缴
费方式可咨询辖区供热单位。热
企同时提醒广大用户，缴纳热费
后保存好缴费发票等凭证，以备
不时之需。

注意了！

12月31日前请缴热费
逾期将产生违约金

生活报讯（记者吕晓艳）记者从哈
工程大学获悉，近日，哈工程极地技术
与装备研究团队负责人韩端锋教授牵
头申报的“极地环境载荷及其与海洋结
构物的耦合特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
大项目获批立项，这是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海洋工程学科批复的第二个重大
项目。团队相关技术成果应用于“雪
龙”2号破冰船上。

据介绍，项目成果将填补国内外海
冰材料跨尺度研究的空白，为我国极地
海洋结构物设计研发及安全运行保障
提供科学有效的基础理论和技术支
撑。项目共设5个课题，韩端锋为项目
总负责人和“水下航行体垂直破冰能力
预报方法”课题负责人，船舶工程学院
倪宝玉教授为“极区风浪流与海冰相互
作用机理”课题负责人。

哈工程获批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技术成果应用于“雪龙”2号破冰船

生活报讯（记者吕晓艳）记者从
我省招生考试院获悉，2022年全国硕
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即将开考，全省各
考点开始进行考生健康状况筛查，请
健康码为黄码、健康码为红码和考前
14天有中高风险地区（以官方发布范
围为准）旅居史、考前14天有境外旅居
史、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尚处在
隔离医学观察期、居家观察、居住小区
或单元封闭管控、因疫情滞留在外省
中高风险地区的考生及时与考点联系

报告。
建议考生在考前14天到达考点所

在地。请考生遵守所在地疫情防控相
关规定，保持良好心态，确保报名时填
写的手机号码通讯畅通，主动协助考点
进行排查工作，如实上报本人当前居住
地点及健康状况。如有紧急情况应及
时与所在考点联系沟通，并密切关注我
院官方网站及公众号发布的最新通知
（网址：https://www.lzk.hl.cn/ 公众
号:龙招港）。

我省开启研考考生健康状况筛查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