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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虎林法院了解到，李
某与丈夫有一对子女，女儿上初
中、儿子刚上小学，李某平日和子
女生活在虎林市。因存在矛盾，
丈夫常年待在农村的父母家中干
农活。事发后，李某的丈夫和婆
婆均向法院申请从轻处罚。

虎林市法院经审理认为，被
告人李某以放火的危险方法危
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
果，其行为已构成放火罪。被告
人李某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
犯罪，是犯罪中止，应当减轻处

罚。被告人李某到案后能如实
供述自己的罪行，属坦白，可以
从轻处罚。自愿认罪认罚，可以
依法从宽处理。本案系因家庭
矛盾产生，被告人李某已取得家
人谅解，可酌情从轻处罚。根据
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情节及危害
程度，且经评估宣告缓刑对其所
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故
对其可适用缓刑。

法院最终依法作出判决：被
告人李某犯放火罪，判处有期徒
刑两年，缓刑三年。

虎林法院：未造成严重后果构成放火罪

生活报讯（王甦 高军震 记者周琳）
近日，哈市第五医院小儿骨科收治了多名
在滑雪圈过程中受伤的患儿。医生提醒，
儿童滑雪圈时要做好防护，一旦出现意外
要及时到专业的小儿骨科就诊。

14日下午，小朋友奇奇（化名）滑雪
圈时不慎受伤，妈妈赶紧带他来到哈市第
五医院就诊，奇奇被诊断为右肱骨髁上骨
折。该院小儿骨科医生汤池表示，每到冬
季，小儿骨科患者会相对增加，尤其是肱
骨髁上骨折。由于孩子年龄较小，自我保
护意识较差，在出现意外时无法采用正确
姿势保护自己。此外，北方冬季室外寒
冷，孩子穿着较多、较厚，活动受限，很难
通过姿势调整来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

汤池医生提醒广大家长，千万不要自
行判断孩子受伤情况，一定要及时就诊。
经常会有因未及时就诊，从而导致伤情加
重的患儿，原本可以通过手法牵引复位的
情况，因未及时进行制动和治疗，病情可能
会加重，只能进行手术治疗。还有部分患
儿虽然受伤程度较轻，但因为家长没有及
时带孩子到医院检查，导致后期出现畸形
愈合。

所以家长在发现孩子摔倒后一定要注
意观察，如果出现疼痛、肿胀且行动困难，
建议到医院进行检查，确诊是否存在骨折，
千万不要粗心大意或者嫌麻烦，其实确诊
小孩是否骨折的方法很简单，基本上只需
要到医院拍摄X光片即可。

同时，孩子滑雪圈时一定要做好防
护，不要从太高的地方往下冲，避免聚集
碰撞，保护好头部、臂部等易受伤部位。

近期哈市多名患儿
骨科诊室就诊

滑雪圈挺开心
当心骨头受了伤

与丈夫发生矛盾 扬言要放火烧房

女子到公婆家洒汽油 手持打火机
因放火罪被判刑两年 缓刑三年

生活报讯（记者栾德谦）与丈夫发生矛盾，不想办法解决，竟直接去加油站买了汽油，跑
到公公家泼了一地，并且到处找打火机……近日，虎林法院判决了这样一起案件，该女子因放
火罪被判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三年。

6月11日，虎林市女子李某因丈夫长期
居住在其父母家，与丈夫通电话时发生矛
盾。李某一时情绪失控，竟想要放火烧了公
婆家的房子。

据悉，李某在商场购买了一个塑料桶，随
后在一加油站购买了120元的汽油，而后乘
坐出租车前往其公公家中。李某进入室内
后，就开始向地面泼洒汽油，李某婆婆见状立
马上前将装有汽油的塑料桶抢下，并藏到邻

居家中。随后，李某又开始砸东西。周围的
邻居前来劝解时，李某扬言要放火，并向邻居
讨要打火机。邻居见劝解无效离开后，留下
李某独处室内。

记者从虎林法院了解到，民警接到报警
赶到现场时，发现李某已经在屋内找到两个
可以使用的打火机，一手拿着一个，情绪十分
激动，民警赶忙要求其交出打火机。随即，李
某交出打火机并主动配合了民警调查。

因家庭矛盾 女子竟要把公婆家烧了

“江上商贩忙揽客 雪地摩托疯跑”后续

松北召开紧急安全会议

太阳岛街道办：
配合执法单位 落实冰上安全

生活报讯（记者
郭登攀 时继凯文/摄）
14日，本报刊发了哈
尔滨大剧院路段堤坝
下的冰面虽然矗立着
警示牌，但仍有商贩在
租赁雪圈的情况。雪
地摩托车和狗拉爬犁
也在冰面上乱开乱跑，
一些人员无视警示标
识，在冰上冒险玩耍。
报道刊发后引起了相
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生
活报记者了解到，松北
多部门召开了紧急冰
上安全会。同时，太阳
岛街道办也表示，将配
合执法单位，检查落实
冰上安全管理工作。

14日，记者来到竖立警示牌的单位——
松北区太阳岛街道办，有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报道已经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当日晚间，记者从太阳岛街道办获悉，松
北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已做出重要指示并发
出紧急通知，组织召开了“冬季冰上安全管理
工作会议”，紧急召集包括大剧院所在辖区

——太阳岛街道办，以及太阳岛管理局（太阳
岛服务中心）、公安分局、城管执法局、市场
局、文广体旅局、生态水务局、交通局、交警大
队、太阳岛派出所等相关单位，按照区委区政
府主要领导工作指示要求，全面加强冬季冰
雪娱乐活动安全管理，防范意外事件发生，全
面部署冬季冰上安全管理工作。

松北多部门召开紧急冰上安全会议

15日，记者从太阳岛街道办安全办获
悉，松北区应急局将牵头多部门进行联合执
法，检查落实全区冰上安全管理工作，排查和
巡视安全隐患。太阳岛街道办将配合相关执
法单位、加派社区志愿者，在冰面区域巡查巡

视中发现有非法经营行为人员和无证商贩，
及时向执法部门反馈，配合执法部门做好清
理工作。同时，加强对辖区居民的安全警示
提示，提醒大家不要冒险上冰活动，防止意外
情况发生。

太阳岛街道办：加派志愿者 做好安全管控

物流枢纽建设方面。建设由国家物流枢
纽、区域物流枢纽和城乡配送网点构成的物
流枢纽体系，以国家物流枢纽为核心，形成

“四枢、多点、一环、五射”的“通道+枢纽+网
络”总体空间布局。

图片由哈市交通部门提供

物流枢纽：形成“四枢、多点、一环、五射”空间布局

新闻热线

2021·12·16 星期四 本版主编 郑璐 编辑 杨明乐 版式 于海军

A04关注 15004520099

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
刊登
电话13796106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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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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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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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声明声明声明声明声明声明声明声明声明声明声明声明声明声明声明声明声明声明声明声明声明声明声明声明声明声明声明声明声明声明·······························作废作废作废作废作废作废作废作废作废作废作废作废作废作废作废作废作废作废作废作废作废作废作废作废作废作废作废作废作废作废作废
刊登
电话13796106320

●本人谢有山，身份证号：

230125196008290712，家 庭 住

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宾县宾西

镇新福村陆家屯，将1998年土地

证书保管不善丢失，特此证明老

土地证作废。

● 姓名：孙诗惠，性别：女，民

族：汉，2011 年 1 月 12 日出生于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桦南县计划

生育办，父亲：孙明臣（身份证

号 ：23082219731220371X），母

亲 ：解 效 花（ 身 份 证 号 ：

230822197211265348），不 慎 将

孩子孙诗惠出生医学证明丢失，

声明作废。

● 哈尔滨市道外区三姐蛋禽

批发摊床不慎将营业执照丢失，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230104MA1AHXT13F，地 址 ：

哈尔滨市道外区新江桥街135号

新江桥综合批发市场调料区5号

摊床，特此声明作废。

● 于 建 伟 ，身 份 证 号 码 ：

2207241991****2470，不慎将警

官 证 丢 失 ，警 官 证 编 号 ：

017800。特此声明作废。

● 本人不慎将王希国，土地

证丢失，地号（香幸03-0072），特

此声明丢失作废。

● 哈尔滨市平房区东轻综合

农贸市场尹家牛羊肉销售摊床，

不慎将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丢

失 ， 许 可 证 编 号 ：

JY12301080014490，发证机关：

哈尔滨市平房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特此声明作废。

● 哈尔滨市南岗区仪桐鼎元

营养便当店，不慎将食品经营许

可证（正副本）丢失，许可证编

号：JY22301030101125，发证机

关：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市场监

督管理所。特此声明作废。

● 大庆市萨尔图区来旭鹏泰

汽车配件商店不慎将财务专用

章、法人名章丢失，开户行为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庆友谊

支 行 ， 账 号 为

08614001040013977，由 此 引 发

的任何经济纠纷，自行负责，丢

失印鉴，声明作废。

● 本人崔振亚不慎将哈尔滨

哈南万达广场有限公司购买的

H1-09 号商服的全款发票丢失，

发票共一张，票据号为04066095,
金额为 861986 元，大写:捌拾陆

万壹仟玖佰捌拾陆元整。特此

声明作废。

● 本人孙雪不慎将哈尔滨哈

南万达广场有限公司购买的

H1-10 号商服的全款发票丢失，

发票共一张，票据号为04066124,
金额为:460418 元，大写:肆拾陆

万零肆佰壹拾捌元整。特此声

明作废。

“十四五”期间，重点推进建设集国铁、
市域（郊）铁路、城市轨道交通、常规公交等
多种交通方式有效衔接的哈北站综合交通

枢纽。结合平房站综合枢纽建设，配套建设
客运场站，实现多种交通方式“零距离换
乘”。

客运枢纽：实现多种交通方式“零距离换乘”

航空：太平国际机场扩建
铁路：规划哈尔滨至绥化、铁力高铁
地铁：争取4、5号线一期建设规划报批

未来 15年冰城立体交通网啥样
速来围观
生活报讯（段长辛 记者栾德谦）今年2

月，哈尔滨市被列为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
市、国际铁路枢纽和场站、国际航空（货运）枢
纽。哈长被列入重要城市群。在6轴、7廊、8
通道组成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中，
京哈走廊为7条走廊之一，绥芬河经哈尔滨
至满洲里的绥满通道为8条通道之一。

近日，哈尔滨市正式印发《哈尔滨市关于
落实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实施意
见》。据悉，该意见将指导未来十五年哈尔滨
铁路、公路、民航以及综合交通网络和枢纽布
局的发展。

《实施意见》明确，到2025年，初步构筑
起航空、铁路、公路、枢纽以及城市内部交通
等组成的“广域联通、布局完善、内外畅通、经
济高效”的交通网。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
品质综合立体交通网，深度融入“全国123出
行交通圈”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推动哈
市成为全国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对俄罗斯
及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中心枢纽。

到2035年
融入“全国123出行交通圈”
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

据了解，强化国际航空枢纽功能是指
通过机场二期、三期扩建工程，完善现代
化航空港全方位、立体化交通体系，强化
基础设施有力保障，形成辐射东北亚、连
通美欧的国际航空枢纽，东北对外开放的
现代综合交通枢纽。

加快建成以东二跑道为主要内容的机
场二期扩建工程，强化哈尔滨太平国际机
场枢纽功能。并谋划以西一跑道、T3航站
楼及综合交通换乘中心等为主要建设内容
的机场三期扩建工程。加快推进亚布力通
航机场和哈尔滨通航枢纽机场选址、规划
等前期工作，早日启动建设。

预测到2030年，太平国际机场年旅客
吞吐量650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80万吨，
年飞机起降架次48.3万架次，哈尔滨国际
性航空枢纽作用充分显现。

实施太平国际机场扩建工程
规划亚布力通航机场

据介绍，推进
铁路建设是指依托
全省铁路中长期规
划中“一横、四纵、
一沿”布局，加快建
设东西方向满洲里
—哈尔滨—绥芬河
和南北方向黑河—
绥化—哈尔滨—关
内两个发展轴，形
成东联西出、南北
贯通的铁路网，形
成通边、达海、入关
大通道。

规划建设哈尔
滨至绥化至铁力高
铁，解决绥化与哈
尔滨1小时通达问
题；实施哈尔滨至
绥化至北安至龙镇
普铁提速改造，加
快提升干线铁路货
运保障能力；谋划
拉宾铁路改造，提
升电气化率；研究
启动哈尔滨至肇州
至大安铁路，覆盖
肇州、肇源。研究
谋划哈松、哈吉城
际铁路，适时推进，
促进区域协调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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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打造“2环9射2联”高速公路网，其
中，2环为绕城高速、都市圈环线；9射为绥满
（2条）、京哈、哈同、哈依、机场、吉黑（2条）、
哈肇源高速；2联为依兴、铁科高速。

积极推进建设吉黑高速山河（吉黑省
界）至哈尔滨（永源镇）段和哈尔滨至肇源2
条射线新建工程，及京哈高速射线“四改八”

扩容工程。同时启动都市圈环线（绥满公路
哈尔滨过境段和吉黑高速哈尔滨过境段）、
吉黑高速哈尔滨至明水段、铁科高速铁力至
五常段等“一环、一射、一联”的前期工作。
谋划哈尔滨-巴彦-通河高速公路，形成连
接哈尔滨和佳木斯的松花江北侧通道，延伸
京哈走廊。

高速公路：启动都市圈环线高速建设谋划哈尔滨至巴彦、通河高速公路

打造“1环13射3纵11联”国省干线公
路网中，1环为哈尔滨经济圈环线；13射为哈
尔滨至大安、哈尔滨至肇东、哈尔滨至黑河、
哈尔滨至绥化、哈尔滨至抚远、哈尔滨至北
安、哈尔滨至同江、哈尔滨至绥芬河、哈尔滨
至亚布力、哈尔滨至榆树、哈尔滨至五常、哈
尔滨至双城、哈尔滨至松源；3纵为绥化至尚
志、三合至莫旗、伊春至牡丹江；11联为宾西
至双城、双城至太平、双城至扶余、方正至五

常、凤山至兴隆、依兰至桦南、依兰至七台河、
大罗密至林口、山河至雪乡、凤凰山至蛟河、
宏克力至愚公。

提档升级国道459.6公里、普通省道737
公里。推动省道哈尔滨至松源公路道里段
（哈双路）改扩建项目，增加市区至机场通道
数量。通过市区两级完善以奖代补机制，解
决建设资金，力争完成2641公里破损农村公
路重建或维修。

国省干线公路网：打造“1环13射3纵11联”

利用既有和规划新建的铁路线路，形成
以哈尔滨主城区为中心，向呼兰、巴彦、尚志、
五常、双城、机场、恒大文旅城和肇东八个客
流主廊道为主体，以延伸线为补充的“八放
射”格局。

2021-2025年，开行哈尔滨至双城、呼
兰、五常、尚志、肇东市域（郊）列车，新建哈尔
滨至恒大文旅城市域（郊）线路，初步形成线
网层次清晰、换乘便捷高效的轨道上的都市

圈。2025-2030年，新建哈尔滨至兰西、哈尔
滨至巴彦铁路，拓展市域（郊）铁路服务范围，
形成辐射性广、覆盖度高的市域（郊）网络。

建设机场第二通道迎宾路高架工程（省
道老机场路改造），开行智轨，提高临空经济
区与主城区通达性。继续向上争取我市地铁
4、5号线一期建设规划报批工作，构建起以
轨道交通为骨干、常规公交为主体的城市公
共交通系统。

城市交通：开通至机场智轨争取地铁4、5号线一期建设规划报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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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正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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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东市

哈尔滨

一环：哈尔滨绕城高速物流通道

射二：哈黑物流通道

射一：哈大齐物流通道

射五：京哈物流通道

射四：哈牡绥物流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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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啥叫全国123出行交通圈？
即都市区1小时通勤、城市群2小

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3小时覆盖。

射三：哈同物流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