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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记者仲亮）12日，记者
从哈尔滨地铁集团获悉，为助力哈市冰
雪旅游，哈尔滨地铁集团与太阳岛集团
联名发行计次纪念票，每张车票售价80
元，内含30次乘车次数，每次乘坐地铁
使用时可不计里程消耗1次乘车次数。
另外，此次联名纪念票除具有乘坐地铁
功能外，每张车票还可在第23届冰雪大
世界与第34届太阳岛雪博会各享受三
次5元门票优惠，具体优惠方式可见车
票票面说明或电话咨询冰雪大世界与雪
博会主办方。

纪念票于13日起售，售卖地铁车站
为：

1号线：新疆大街站、医大二院站、
黑龙江大学站、和兴路站、工程大学站；

2号线：江北大学城站、世茂大道
站、中央大街站、省政府站、东北农业大

学站；
3号线：体育公园站、工农大街站、

进乡街站、会展中心站、大有坊街站。
每人限购4张，先到先得。

哈尔滨地铁发行冰雪纪念票
售价80元 可不计里程乘车30次 凭票游冰雪大世界、雪博会有优惠

生活报 12 日讯（实习生张瑞焓
记者梁晨）12日，按照哈尔滨市政府
助企纾困消费券发放活动安排，云闪
付平台第一轮第二批和微信平台第
一轮第一批发放活动于9时启动，引
发冰城市民抢券热潮。

12日，市民小张向生活报记者介
绍，10时，他想通过微信“助企纾困哈
尔滨政府消费券”的小程序领取满

100元减20元的优惠券，但由于参加
人数过多，领了好几次都没成功。中
午，记者来到尚志大街的一家韩餐
店，看到一位女士正使用微信付款，
原价32元的快餐，使用优惠券后花
费了26元。“9点就等着抢劵了，我选
择了满30元减6元的券，因为优惠券
要在当天使用，所以抢到后便约了同
事共进午餐。”李女士笑着说道。

哈尔滨政府消费券火热开抢

有人有人1010点没抢到点没抢到
有人抢到忙约饭

生活报讯（记者李威兵）13-14
日哈市气温逐渐回升，但昼夜温差较
大，注意防寒保暖；近期夜间至翌日
上午局地易出现雾或霾，燃煤取暖应
注意通风，谨防一氧化碳中毒；15日
全市有阵雪，道路光滑，请注意交通
安全。13日夜间至14日白天：全市
晴间多云，偏南风2～3级；最低气温
北部-29～-27℃、其他地区-26～
-24℃，最高气温北部和东部-13～
-11℃、其他地区-10～-8℃。

哈市气象台12日11时发布13
日白天至15日白天全市天气预报：
13日白天：全市多云转晴；西北风

1～3级转偏西风3～4级；最低气温
木兰-32℃、北部-29～-28℃、其他
地 区 -28～-25℃ ，最 高 气 温 北
部 -17～-16℃ 、其 他 地 区 -15～
-13℃。13日夜间至14日白天：全
市晴间多云，偏南风2～3级；最低气
温北部-29～-27℃、其他地区-26～
-24℃，最高气温北部和东部-13～
-11℃、其他地区-10～-8℃。14日
夜间至15日白天：全市多云转阵雪；
西南风2～4级；最低气温北部和东
部 -28～-25℃ 、其 他 地 区 -24～
-22℃，最高气温北部-12～-10℃、
其他地区-9～-6℃。

哈市今明两天气温回升
后天有阵雪

生活报讯（记者于海霞）记者从哈
市香坊区政府了解到，香坊区幸福镇将
启动实施城中村改造工程，将城中村打
造成“宜居圈”。

据悉，幸福镇位于哈市香坊区东部，
全镇总面积67.5平方公里，辖13个行政
村、5个社区、1个农工商公司，镇域常住
人口54341人。

幸福镇将打造阿什河文旅产业带，
依托阿什河畔旅游景观资源和莫力村
满族文化底蕴，打造集生态、餐饮、民宿

一体化的文旅基地；启动实施园艺村和
振兴村两个城中村改造工程，让数百户
居民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逐步
提高百姓的居住条件及生活水平；整合
镇域内土地等可利用资源，最大限度实
现产业配套、整合镇域内特色资源，打
造多处产业集聚地；结合各村的历史文
脉、产业特性，研究谋划符合村情实际
的地标产业、网红产业，推动镇域文旅
产业、餐饮产业、食品加工产业进一步
发展。

香坊区幸福镇打造“宜居圈”

启动两个城中村改造工程

生活报讯（实习生张瑞焓 记者梁
晨文/摄）随着春节临近，记者近日发

现很多早市、夜市的春联摊位都摆了
出来，虎字春联也已上市。各家商场
内张灯结彩，各类特色产品琳琅满目，
福字款式多样。

12日，记者来到了香坊区劳动公
园附近的早市发现，春联的小摊位前，
众多市民正在挑选。在道里区透笼批
发市场，记者被柜台上一只只虎头虎
脑的小玩偶所吸引：有穿着粉色汉服
的小老虎，还有送福的花老虎，模样十
分喜庆。一位店主告诉记者：“卖得最
好的是一款长二十厘米左右的红色小
老虎。”近几年，电子鞭炮成为了热卖
的年货。记者在某商场看到，一款电
子鞭炮有一米多长，色彩艳丽，外观和
传统鞭炮相似。还有今年的网红爆款
小彩灯、红木灯笼以及各式各样的小
饰品等，花样十足。

虎年春联、电子鞭炮上市

网红饰品“虎头虎脑”萌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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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见习记者王伟健 记
者黄迎峰）12日，记者从松北高新区
行政服务中心获悉，哈尔滨新区江北
一体发展区（自贸试验区哈尔滨片
区）政务服务大厅及哈尔滨新区管理
委员会行政审批局将搬迁至新址，并
于14日起对外开展服务，13日下午
原址大厅及审批局暂停办公。

据悉，新址地点位于哈市松北区
创新路118号，服务时间为周一至周
五（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8:00-11:
30，下午13:30-17:00。同时，将有
部分服务窗口提供延时服务（法定节
假日除外），延时服务时间为法定工
作日，设置中午对外不休，对内轮休
制度。

哈尔滨新区江北一体发展区

政务服务大厅搬新址 明起对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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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中缝阅读指南

有温度的报纸有温度的报纸
有价值的便民信息有价值的便民信息

就看生活报就看生活报

1、周一、周日：
企业招聘专栏
个人求职免费刊登
2、周三、周六：
征婚专栏
3、周一到周日：
老年公寓专栏
4、周一到周日：
搬家专栏
5、周一到周日：
助农专栏—武夷山茶场
6、周一到周日：
丢失声明、公告专栏
7、周一到周日：
房产公示专栏

刊登
电话13796106320

减资公告
黑龙江金葵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经股东大会决议减少注册
资本，由原来的叁仟万元减到壹
仟壹佰叄拾贰万肆仟柒佰柒拾
元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230100551336002C，请债权人
自本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向公司
联系人申报债权或要求债务担
保，联系人：关女士，联系电话：
13936061299。根据公司法，特
此公告。

黑龙江金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月13日

减资公告
哈尔滨博尊车业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研究决定减少注册资
金，由原来的注册资金叁佰万圆
整减资到壹佰万圆整,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
91230102MA1AUTJL3K，法定代
表人:张海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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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尔滨博尊车业有限公司
2022年1月13日

公告公示公告公示公告公示公告公示公告公示公告公示公告公示公告公示公告公示公告公示公告公示公告公示公告公示公告公示公告公示公告公示公告公示公告公示公告公示公告公示公告公示公告公示公告公示公告公示公告公示公告公示公告公示公告公示公告公示公告公示公告公示
刊登
电话13796106320

公 示
本 人 姜 雨 ，身 份 证 号 为

230105199312031924。现为位于
香坊区旭升街293-341号地段棚
改项目征收范围内的一处无产
权证照房屋主张权利人，房屋喷
号 C2-6，房屋建筑面积 24.48 平
方米，该房屋为本人所有，房屋
权属无争议。如本人承诺与事
实不符，因该房屋产生任何纠纷
由本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公示期为三天(2022 年 1 月
13 日至 2022 年 1 月 15 日)，如有
异议，请自本公告之日起三日
内，将异议书面材料送达哈尔滨
市香坊区房屋征收事务中心。

异议书面材料送达地址:哈
尔滨市香坊区房屋征收事务中
心，香坊区旭东街 55-7 号，联系
电话:0451-82103831。

2022年1月13日

声 明
本 人 王 新 才 ，身 份 证 号

230102195607066115，在香坊区
安通六道街有住房一处于 2020
年 11 月 29 日搬迁，搬迁验收房
屋喷号：C1-73，本人承诺此处房
产无争议，并自愿承担一切相应
后果或法律责任，如有异议，请
自本报声明见报联系本人，联系
电话：18346112895。

声明人：王新才

男子救完火后，当场掏出200元塞
给了货车司机刘先生，让其应急用。刘
先生回忆道：“当时我都吓傻了，要是没
人帮我，一车货都得被烧没，车还得爆
炸。”因现场比较混乱，等刘先生想起寻
找救火男子时，对方已经驾车离开。刘
先生此后从救援人员处得知，救火男子
名叫杨阔，在大庆消防救援支队肇源大
队工作。10日，刘先生来到了大庆消防
救援支队肇源大队，当面向杨阔道谢。

“太感谢你了，如果不是你及时灭火，这
一车货肯定全被烧光了，你帮我挽回了
30多万元的损失！”

杨阔的同事告诉记者，事发当天，
杨阔的儿子病了，而且挺严重。当天忙
完工作的他在回家途中遇到了货车着
火的情况，救火时，妻子和儿子还在医
院等他。

对于一个人临危救火的壮举，杨阔
表示：“这没啥，我是消防员，救火是我
的职责，任何一个消防员看到都会救
的。救火比治病更急，火势那么严重，
如果不及时扑救，车辆随时会爆炸。孩
子生病还有战友替我照看着呢。”后来，
当妻子得知杨阔途中救火后，不仅没有
抱怨，还说他是自己和儿子的骄傲。

“救火比治病更急”

生活报讯（见习记者王伟
健 记者黄迎峰）“你们做好事不
留名，可算找到你们了！”7日，一
名驾驶员来到虎林市公安局交
警大队，感谢两位辅警对其进行
援助。

原来，3日，虎林市公安局交
警大队两名辅警在前往五林洞
疫情卡点的途中，行至距独木河
约4公里转弯处时，发现一辆轿
车侧滑进路旁沟内，动弹不得。
见此状况，两名辅警连忙上前查
看，经询问得知驾驶人员因一时
走神误入沟内，所幸车速不快，

无人员受伤。
随后，两名辅警拿出常备的

铁锹，将车旁的雪刨开后，又联
系附近村内的大型农用车辆帮
忙将被困车辆从沟中拽出。而
后，两名辅警对获救车辆进行了
全面的安全检查，并留下联系方
式，方便车主遇有紧急状况时求
助。当被问及姓名时，两位辅警
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这是我
们应该做的。”随即离开了现
场。事后，受助车主通过查询警
车的车牌号，来到了虎林市公安
局交警大队“登门道谢”。

辅警救助车辆不留名
驾驶员追到公安局道谢

生活报讯（见习记者王伟健 记者黄迎峰）记者获悉，
大庆市公安局龙凤分局日前发布通告称，2018年12月28
日，大庆市公安局龙凤分局依法对“银信惠农商务信息咨询
（天津）有限公司大庆分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立
案侦查。

为依法惩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犯罪活动，维护国家
金融秩序，保护受害者的合法权益，请通过银信惠农商务信
息咨询（天津）有限公司大庆分公司“惠农聚宝”平台投资仍
未向公安机关报案的群众，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至2022年
3月20日，携带投资合同、银行流水、身份证明等相关资料
到大庆市公安局龙凤分局报案。

联系单位：大庆市公安局龙凤分局
联系人：吴警官：18546931221 赵警官：17645866969

“银信惠农商务”涉嫌非法吸存

受害人请尽快报案
生活报讯（见习记者王伟

健 记者黄迎峰）男子通过网络
发布贩卖烟花爆竹的信息，民警
循线追踪，还发现了一处藏匿大
量烟花爆竹的仓库……近日，牡
丹江警方破获一起非法买卖、运
输、储存烟花爆竹案，涉案人员
已被警方行政拘留。

2021年12月28日，牡丹江
警方发现一名男子在微信群内
发布贩卖烟花爆竹的消息，但当
地并没有向个人颁发售卖烟花
爆竹的经营许可，所以警方判断

其存在违法买卖、存储和运输烟
花爆竹的行为。于是，民警根据
微信群的线索找到了这名发布
销售烟花爆竹信息的男子田某，
并将他传唤到派出所。

经询问，田某如实供述了其
在牡丹江爱民区、西安区、东安
区多处贩卖烟花爆竹的违法事
实，同时交代了其手中的烟花爆
竹并非直接从烟花爆竹厂购进，
而是从位于西安区平安街附近
一个废旧仓库处的一名由姓男
子手中购入。为防止私自储存

的大量烟花爆竹发生意外，民警
立即开展行动，于2021年12月
29日晚将由某抓获。

经核实，由某存储了82箱
烟花爆竹，其对非法买卖、运输、
储存烟花爆竹的行为供认不
讳。目前，违法行为人田某、由
某已被行政拘留，未出售的烟花
爆竹已被牡丹江日杂公司统一
存放，待统一销毁。

男子微信群内售卖烟花爆竹
牵出上家 牡丹江两男子被行拘

图片由警方提供图片由警方提供

图片由双鸭山边境警方提供图片由双鸭山边境警方提供

货车高速上起火 油箱漏油

千钧一发之际 过路消防员扬雪救火

生活报讯
（见习记者王
伟健 记者黄迎
峰）7日 15时
许，在大广高
速红岗段，一
辆大货车意外
起火。千钧一
发之际，一位
路过的消防员
用路边积雪参
与救火，有效
控制了火情。

生活报记者了解到，当时现场
浓烟滚滚，黑烟有数米高。安全起
见，交警暂时封闭道路，禁止车辆靠
近。此时，驾车途经现场的一名男
子突然停车冲了过去。“我是消防
员，情况危急！让我过去救火！”这
名男子和交警打完招呼后，便奔跑

着向事故现场冲去。
“油箱在哪儿，你站远一点儿！”

到达现场后，这名男子朝货车司机喊
道。此时，货车驾驶室不停向外喷
火，油箱已经开始漏油，随时都有爆
炸的危险。为了避免火势蔓延，男子
从货车上拽出一把铁锹，不停地向油

箱扬雪，把路边的积雪覆盖到油箱
上。他在冷却油箱的同时，也成功阻
断了火势的蔓延。经过十多分钟的
扑救，火势被成功控制。随后，几辆
消防车赶到现场将火扑灭。当救援
人员得知救火男子也是一名消防员
时，大家都竖起了大拇指。

关键时刻消防员挺身而出

生活报讯（于宏许 记者栾德谦）冰
雪路面拐弯时车速过快，车辆不慎侧滑进
沟里……12日，双鸭山边境管理支队大通
河边境派出所民警在日常边境巡逻过程
中救助了两台事故车辆。

12日9时许，双鸭山边境管理支队大
通河边境派出所民警在前往界江执行巡
逻执勤任务途中，连续救助两台事故车
辆。据双鸭山边境警方介绍，事故原因均
为驾驶员在冰雪路面上拐弯时车速较快，
导致车辆失控不慎掉入路旁排水沟中，两
起事故均没有人员受伤。

发现情况后，民警利用巡逻车辆将事

故车辆拉出排水沟，并对驾驶员分别进行
冬季道路行驶安全教育，提醒驾驶员在车
辆行驶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路况，安全行
驶。两名驾驶员对民警的救助表示感谢，
并表示在今后驾驶过程中一定注意安全，
谨慎慢行。

冰雪路面快速拐弯
两车掉进排水沟
边境民警巡逻发现救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