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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黑龙江省容维证券数据程

序化有限公司（原名黑龙江省容
维投资顾问有限责任公司）于
2008年、2009年分两次向金马建
设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购买
了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友谊路
428 号交银大厦 21 层、22 层房
产，暂未办理产权登记。现双方
拟解除原认购协议，返还房产、
房款，同时两层房产全部清场。
为维护与该房产有关的其他债
权人合法权益，特发出本公告，
请相关债权人自本公告公布之
日起 60 日内对上述交易房产提
出异议并提供证据主张相关合
法债权。期限届满，无任何第三
人提出相关异议或者主张，双方
开始启动解除原认购协议程序。

异议受理联系人：张先生，
联系电话 13263617777，办公电
话58957639。

黑龙江省容维证券数据程
序化有限公司

金马建设开发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2022年1月6日

公 告
根据市政府关于历史遗留

不动产办理的相关规定，现对以
下房屋不动产权现受让人及相
关情况予以公示：

根据哈政办规（2018）41 号
文件精神，本人王志英，身份证：
230121195809300626，现为坐落
于道里区埃德蒙顿路副 21-6 号
郁金台小区 6 栋 1 单元 12 层 3 号
房屋的受让人，该房屋用途为住
宅，建筑面积 71.49 平方米。该
房屋原所有人王星竹已将该房
屋实际交付本人，由本人实际占
有 ，原 房 屋 拆 迁 协 议 号
01100480221。本人自愿承诺该
不动产权属无争议，申请办理不
动产登记所提供申请材料均真
实有效，并自愿承担由此产生的
一切相应后果和法律责任。

如有异议，请自本公告之日
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将异议书面
材料共同分别送达哈尔滨市道
里区棚户区改造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和哈尔滨市不动产登记
交易事务中心道里一分中心。

异议书面材料送达地址∶哈
尔滨市道里区棚户区改造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道里区买卖街
1号，联系电话：0451-87632533。

哈尔滨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事务
中心道里一分中心，道里区经纬
七 道 街 3 号 ，联 系 电 话 ：
0451-87630943。

2022年1月6日

生活报中缝广告生活报中缝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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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由于“哈尔滨市工人文化

宫”原公章使用年限长久，部分
已经磨损，导致印章部分模糊。
现刻制了“哈尔滨市工人文化
宫”新公章。新公章自 2022年 1
月 6 日起启用，原印章同时作
废。特此声明！

哈尔滨市工人文化宫
2022年1月6日

减资公告
哈尔滨美佳物业管理有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2301027277209493）经股东会
（出资人）决议决定减少注册资
本，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000万元
减到人民币 600 万元，请债权人
自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公司提
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
求，特此公告。
哈尔滨美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1月6日

寻人启事
由于房子动迁，现急寻找原

居住在哈尔滨市香坊区幸福乡
曹家村杨金荣，土地使用证（哈
集用 2015 第 10005067 号），本人
邱海成，请速与我联系，联系电
话：13263662111

寻人启事
由于房子动迁，现急寻找原

居住在哈尔滨市香坊区幸福乡
曹家村杨金荣，土地使用证（哈
集用 2015 第 10005067 号），本人
邱淑珍，请速与我联系，联系电
话：1864610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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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活 报 讯 （记 者 吴海鸥 薛宏
莉）5日，由中国旅游研究院、哈尔滨
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2中国冰
雪旅游发展论坛”以“小型现场+网
络直播”方式举行。论坛上，发布了
《中国冰雪旅游发展报告 2022》和
《哈尔滨冰雪旅游发展报告 2022》，
公布了“2022 年冰雪旅游十佳城市”

“2022 年冰雪经典创新项目”“2022
年冰雪时尚创新项目”“2022 年热门

冰雪旅游景区（度假区）”名单。其
中，哈尔滨市入选“2022 年冰雪旅游
十佳城市”，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入选

“2022年热门冰雪旅游景区”。
“2022 中国冰雪旅游发展论坛”

由哈尔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承办，
以“迎冬奥 上冰雪 美丽中国新内涵”
为主题，旨在为实现北京冬奥会“三
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目标，助力 2022
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引领我国冰雪

旅游高质量发展，在旅游行业树立冰
雪旅游发展新标杆、新品牌。

论坛上发布的《中国冰雪旅游发
展报告（2022）》报告认为，冰雪旅游
正在从新时尚、新民俗转变为老百姓
常态化生活方式，冰雪旅游“向内而
生”，“三亿人上冰雪”从愿景变为现
实 ，全 国 冰 雪 休 闲 旅 游 人 数 从
2016-2017 冰雪季的 1.7 亿人次增加
2020-2021 冰雪季的 2.54 亿人次，预

计 2021-2022 冰雪季我国冰雪休闲
旅游人数将达到 3.05 亿人次，我国冰
雪休闲旅游收入有望达到 3233 亿
元。

根据《中国冰雪旅游发展报告
（2022）》研究成果，现场还发布了
“2022 年冰雪旅游十佳城市”、“2022
年冰雪经典创新项目”、“2022 年冰
雪时尚创新项目”和“2022 年热门冰
雪旅游景区（度假区）”名单。

“2022中国冰雪旅游发展论坛”昨召开

哈尔滨入选“2022年冰雪旅游十佳城市”

2022年热门冰雪旅游景区（度假区）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黑龙江哈尔滨）
太阳岛国际雪雕艺术博览会（黑龙江哈尔滨）
亚布力滑雪旅游度假区（黑龙江哈尔滨）
七山滑雪度假区（河北保定）
崇礼冰雪旅游度假区（河北张家口）
镜泊湖景区（黑龙江牡丹江）
北京渔阳国际滑雪场景区（北京平谷）
长春冰雪新天地（吉林长春）
长白山旅游度假区（吉林长白山）
万科石京龙滑雪场（北京延庆）

2022年冰雪时尚创新项目

漠河找北（黑龙江漠河）
雪乡跳雪（黑龙江牡丹江）
雪地摇滚（河北崇礼）
米堆冰川探险（西藏林芝）
冬季英雄会（内蒙古呼伦贝尔）
禾木冰雪摄影（新疆喀纳斯）
冰雪光影秀（新疆阿勒泰）
首钢冰雪汇（北京石景山）
雪地火锅（重庆）
松花江冰雪嘉年华（黑龙江哈尔滨）

2022年冰雪经典创新项目

大雪时节采头冰（黑龙江哈尔滨）
什刹海溜冰（北京）
松江赏雾凇（吉林省吉林）
元宵围火滚冰（黑龙江木兰）
断桥赏雪（浙江杭州）
冰灯游园会（黑龙江哈尔滨）
毛皮板滑雪（新疆阿勒泰）
冰雪那达慕（内蒙古）
雪域高原泡藏药温泉（西藏羊八井）
雪山下泡温泉（四川海螺沟）

2022年
冰雪旅游
十佳城市

哈尔滨市、张家
口市、长春市、沈阳
市、乌鲁木齐市、阿勒
泰地区、吉林市、牡丹
江市、伊春市、呼伦贝
尔市、延庆区、长白山
保护开发区

生活报5日讯（龙头新闻记者薛立
伟 曹忠义 李国玉）冰雪龙江，筑梦冬
奥。5日上午，北京2022年冬奥会火炬
黑龙江省首站展示活动在哈尔滨市举
行。省委书记许勤为展示活动启幕，省
委副书记、省长胡昌升致辞。

黄建盛、陈海波、贾玉梅、徐建国、胡
亚枫、杨博出席，孙东生主持。

活动仪式上，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
短道速滑女子3000米接力冠军获得者
张会手持北京2022年冬奥会火炬“飞
扬”入场。许勤从张会手中接过火炬，向
全场挥动展示后郑重安放于火炬台上，
标志着北京2022年冬奥会火炬在我省

的展示活动正式启幕。
胡昌升在致辞时说，黑龙江省作为

冰雪资源大省、冰雪体育强省，始终胸怀
“国之大者”，坚决服从国家大局，致力于
打造“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核心
区，积极传播冬奥文化理念，普及冰雪知
识，推广冰雪运动，在全省营造形成了

“支持冬奥、服务冬奥、奉献冬奥、参与冬
奥”的浓厚氛围。“飞扬”火炬是北京冬奥
会愿景和精神的集中体现，融合了奥运
理念与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在冬奥会
即将开幕之际，“飞扬”的到来，必将进一
步点燃龙江奥运激情，激发全省各界弘
扬“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

克精神，以昂扬姿态奋进新时代，加力推
进黑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贡献、谱写新
篇章。

活动仪式后，省领导观看了冬奥会
火炬、冬奥会仪式火种台、冬奥会火炬手
制服等展示。

省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我省
参加东京奥运会和陕西全运会运动员、
教练员代表等参加活动。

据悉，我省作为全国四个“冬奥会火
炬展示活动”省份之一，启动为期三天的
火炬展示活动，旨在宣传北京冬奥，弘扬
奥林匹克精神，推介冰雪运动，传递冰雪

情怀，展示龙江敢于拼搏、奋勇争先的时
代风貌。接下来两天，冬奥会火炬将继
续在大庆市、齐齐哈尔市进行展示。

又讯（龙头新闻记者曹忠义 李国
玉）5日上午，黑龙江省参加东京奥运会
（残奥会）和陕西全运会（残运会）座谈会
暨出征北京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
动员会在哈尔滨市召开。省委书记许勤
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办好北京冬奥会
的重要指示精神，服务和保障好北京冬
奥会（冬残奥会），组织龙江健儿整装出
征，点燃冰雪运动激情，促进奥运精神接
续传承，建设冰雪运动强省。

北京冬奥火炬
我省首站展示活动在哈举行
许勤为展示活动启幕 胡昌升致辞 黄建盛陈海波出席

2010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短道速滑女子年温哥华冬奥会短道速滑女子30003000米接力冠军张会携北京米接力冠军张会携北京
20222022冬奥会火炬亮相冬奥会火炬亮相。。 龙头新闻记者龙头新闻记者 郭俊峰郭俊峰 邵国良邵国良 摄摄 图片来自北京冬奥组委官网图片来自北京冬奥组委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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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见习记者王
伟健 记者黄迎峰）近日，齐
齐哈尔市公安局富拉尔基分
局电力派出所、红宝石派出
所相继破获两起高空抛物案
件，抓获犯罪嫌疑人2人。

2021 年 12 月，电力派
出所接到辖区群众报警称，
其停放在自家楼下的电动车
疑似被楼上扔下的玻璃酒瓶
砸坏。正在辖区巡逻的执勤
民警立即赶往现场展开调
查，并很快掌握了该楼三层
住户黄某有作案嫌疑，立即
将其依法传唤到派出所进行
调查。经审讯查明，事发当
日，黄某因与女友发生矛盾，
为发泄不满情绪，从租住的
房屋内向窗外扔下多个酒
瓶、酒杯等玻璃制品，砸坏楼

下停放的一辆电动车。
12月中旬，红宝石派出

所接到辖区群众张某报案
称，其在红宝石街道八街区
和平大街行走时，被附近楼
上扔下的空酒瓶砸中头部后
受伤。民警第一时间赶往现
场，根据调查走访、调取监控
等大量工作，很快掌握了附
近楼上居民韩某有作案嫌
疑。此后，民警将韩某依法
传唤到派出所进行调查。在
大量证据和法律威慑下，韩
某对于当日从家中向楼下扔
空酒瓶砸中行人的违法犯罪
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犯罪嫌疑人黄某、
韩某均因涉嫌高空抛物罪，
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案件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从楼上扔酒瓶 砸中行人头部
齐齐哈尔破获两起高空抛物案

生活报讯（见习记者王伟健 记者
黄迎峰）-30℃的寒夜中，一位患有小
脑萎缩的老人离家出走后找不到家，
冻得瑟瑟发抖、思绪混乱……日前，齐
齐哈尔市甘南县公安局第二派出所民
警及时帮助一位走失老人平安回家。

2日19时许，齐齐哈尔市甘南县
公安局第二派出所接到辖区居民报警
称，有一位年龄60岁左右的老人在路

边冻得发抖，说不清话。当时户外温
度在-30℃左右，为了确保老人的安
全，附近的好心居民第一时间报了警，
并把老人带到附近的食杂店内。

民警接警后迅速赶到食杂店，耐
心询问老人的住处。由于老人说话有
较重的口音，再加上体力不支、思绪有
些混乱，说话断断续续、吐字不清。最
终，民警从老人的只言片语中，只能确

定其家庭住址的大概方位。民
警此后将老人扶上车，一边寻
找老人住址，一边通过微信发
动大家寻找老人家属。经过多方努
力，终于联系到了老人的儿子，值班民
警随后将老人安置到派出所，等待家
属接回。

此后，老人的儿子赶到了派出所，
激动地握着民警的手道谢。原来，这

位老人患有小脑萎缩，当天因为琐事
离家出走，出门后犯起糊涂，记不得家
的位置了。发现老人走失后家属也是
万分着急，正在发动亲朋好友寻找时
接到了派出所的电话，便立即赶了过
来。

患病老人-30℃寒夜走失
民警帮助找回

生活报讯（记者黄迎峰）近
日，阿城区局禁毒大队三赴川渝，
一举摧毁了一个从重庆以邮寄方
式向哈尔滨贩毒的四层级网络，抓
获违法嫌疑人22人，缴获毒品200
克。

2021年8月初，阿城区局禁毒
大队在侦办一起涉毒案件中获得
线索，吸毒人员吸食的毒品购自一
名自称“毛哥”的男子。经查，“毛
哥”为阿城区人申某江，有涉毒前
科，具有重大涉毒犯罪嫌疑。禁毒
大队随即将申某江相关情况向哈
尔滨市公安局禁毒支队作了汇
报。经进一步工作，一个从外省购
毒后向哈市周边辐射的贩毒网络
逐渐浮出水面。

民警查清了申某江在重庆购
毒后，通过快递公司邮寄回哈市，

再向吸毒人员贩卖的犯罪事实。
2021年9月28日下午，申某江被
抓，民警在其随身背包内查获毒品
冰毒。经审，申某江如实供述了其
贩卖的毒品是向重庆人杨某购买
的。

此后，民警在哈尔滨、重庆两
地同时开展工作。2021年 10月
19日，一组民警对哈市周边申某江
贩毒下线及吸毒人员进行集中收
网，贩毒人员张某某、闫某某、蒋某
某及15名吸毒人员相继落网。同
时，另一组民警奔赴重庆对杨某实
施抓捕，在巴南区某小区将其抓
获。押解回哈后，杨某如实供述了
伙同其表哥苏某灵、表嫂蒋某琼向
申某江贩卖毒品的犯罪事实。11
月21日，民警又赶赴重庆，对苏某
灵、蒋某琼进行抓捕。12月3日，

民警兵分两路，成功将二人抓捕归
案。

至此，警方一举摧毁了一个从
重庆以邮寄方式向哈尔滨贩毒的
四层级网络，共抓获违法嫌疑人22
人，刑事拘留7人，强制戒毒、社区
戒毒、行政处罚15人。目前，此案
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跨省邮寄毒品 冰城警方摧毁贩毒网络

抓获22人 缴获毒品200克 生活报讯（见习记者王伟健 记者黄
迎峰）很多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总以为

“托熟人、找关系”会是一条捷径，殊不知
一些不法分子就利用了这种心理实施诈
骗。日前，七台河市的滕某就以能为他人

“走后门”办工作为由，诈骗14万余元。
2021年12月24日，七台河市勃利县

公安局杏树派出所接到辖区居民李某报
警称，8月，他经朋友介绍认识了滕某，该
人自称是“警察”并称其亲属是某单位领
导。在骗取李某信任后，滕某先后以能为
李某家人办理正式工作、低保、廉租房、驾
驶证等为由，多次索要好处费达14万余
元，随后便失去联系。李某这才发觉被骗
并选择了报警。

接警后，民警立即对滕某进行调查。
经大量工作，警方在城西街一宾馆内将其
抓获。经审讯，犯罪嫌疑人滕某如实供述
其冒充警察、领导近亲属，以可帮人办事
为名，骗取李某等人大量财物的犯罪事
实。

目前，犯罪嫌疑人滕某已被刑事拘
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轻信“托熟人找关系”能办事

男子被骗1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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