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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中缝阅读指南

有温度的报纸
有价值的便民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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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示
本 人 ：徐 明 ，身 份 证 号

232303198802100414，现为香坊
区动源街15号回收公司住宅楼1
单元 4号房屋（建筑面积：110.05
平方米）的受让人，原房屋所有
人徐广鑫，产权证号：006645 已
将该房屋实际交付给本人，由本
人实际占有。本人自愿承诺：该
房屋已为本人所有，产权无争
议。如本人承诺与事实不符，因
房屋产生发生任何纠纷由本人
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如有异议，请自本公告之日
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将异议书面
材料送达哈尔滨市香坊区人民
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

异议书面材料送达地址：哈
尔滨市香坊区人民政府房屋征
收办公室，香坊区旭东街 55-7
号，联系电话0451-82956747

公 告
船口街道办事处灯塔村房

屋征收项目范围内包含被征收
企业哈尔滨市木材制品厂，房屋
坐落：哈尔滨市松浦镇灯塔村，
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证
号：哈集用（2005）第 4403 号，房
屋所有权证号：1.哈房 IF 字第
000003号 2.哈房 IF000004号，因
该企业营业执照已吊销，开户行
现已查不到木材制品厂账户的
相关信息，所以征收补偿款打入
该企业法定代表人邱鼎兴的个
人账户。特此公告，请利害关系
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15日内
与船口征拆指挥部联系或提出
书面异议，逾期后果自负。

联系人:曲大勇
联系电话:15114551555
船口街道灯塔村征拆工作

指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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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
电话13796106320

公 告
根据市政府关于历史遗留

不动产权办理的相关规定,现对
以下房屋的不动产权所有人公
示如下：

本人李景林现为坐落于民
生尚都小区B1栋 2单元 21层 04
号房屋的受让人，该房屋用途为
住宅，建筑面积 75.68 平方米。
该房屋原所有人张淑琴已将该
房屋实际交付本人，由本人实际
占 有, 原 房 屋 拆 迁 协 议 号
01130082638,本人自愿承诺该不
动产权属无争议，申请不动产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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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民
居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和哈
尔滨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事务中
心群力分中心。

异议书面材料送达地址:哈
尔滨好民居建设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道里区群力第六大道3561
号,联系电话:0451-84315634。

哈尔滨市不动产登记交易
事务中心群力分中心,道里区崂
山 路 352 号, 联 系 电 话:
0451-85986641。

2022年1月25日

生活报讯（记者李威兵）记者从
省气象台获悉，本周哈市大部分时段以
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周二午后至周三白
天全市有一次阵雪过程，但降雪量仅为
1mm左右。本周大气扩散气象条件持
续较差，周一至周二，全市有中度到重
度霾，周三至周五，受冷空气影响，大气
扩散条件略好转，但大部分地区仍有轻
度到中度霾，周五开始，霾再次加重。

本周气温波动较大，整体呈先升后
降趋势。25日白天最高气温普遍可

达-12℃～-9℃，夜间最低气温北部巴
彦、木兰、通河以及东部延寿-23℃～
-21℃、其他地区-20℃～-18℃；26
日至30日持续受冷空气控制，气温较
低，27日夜间至30日夜间最低气温北
部呼兰、巴彦、木兰、通河以及东部延
寿 、方 正 可 达 -32℃ ～-29℃ ，局
地-33℃，其他区、县（市）-28℃～
-25℃。本周风力持续偏小，除26日
白天平均风力可达3级～4级，其他时
段风力均维持在3级以下。

影响与建议

本周哈市大部分时段有霾，且周二
降雪开始前可能伴有雾，能见度持续较
低，此外降雪还将造成路面光滑，行人
及车辆须注意交通安全。本周大气扩
散条件持续较差，燃煤取暖注意通风，
谨防一氧化碳中毒。本周气温波动大，
防疫人员及公众外出须适时增减衣物，
注意保暖，避免感冒、心脑血管等疾病
的发生；牲畜、棚室种植提前做好防寒

保暖，避免冻害损失。
全市天气预报：25日夜间至26日

白天：西部阵雪转多云，东部阵雪；西北
风 1 级～3 级；最低气温北部和延
寿-23℃～-21℃、其他地区-20℃～
-18℃，最高气温-13℃～-11℃。

26日夜间至27日白天：全市晴伴
有霾；西北风2级～4级；最低气温木
兰、呼兰-29℃～-27℃，依兰、五
常 -23℃ ～-21℃ ，其 他 -26℃ ～
-24℃；最高气温-15℃～-12℃。

本周大气扩散条件持续较差

哈市今日有阵雪 能见度低

生活报讯（实习生张瑞焓 记者
梁晨）“这个想法好呀！居民足不
出户就能了解检测点队伍的实况。”
为了让核酸检测工作快速进行，小
区居民少挨冻，学府四社区刘传智
向社区主任提议利用直播的方式，
让居民快速了解小区核酸检测点队
伍实况。小区居民对刘传智的直播
纷纷点赞。

刘传智是湖南大学建筑学院的
一名大三学生。放假回家后，当得知
24日哈市部分区域要核酸检测，刘
传智便第一时间将自己的想法告诉
了社区主任郭凤明。“居民足不出户
就能了解检测点队伍的实况，还不用
挨冻，这个想法太好了。”郭凤明笑着
说。

刘传智表示，以前都是工作人
员在群里通知大家，又是发照片、发
语音，时效性不高而且信息更新也
不及时，偶尔还会出现某段时间人
特别多，某段时间又没有人的情
况。“现在，哈尔滨的气温达到
了-20℃左右，居民站在外面排队
没一会儿就被冻透了。现在大家可
以通过观看直播的方式，了解排队

人数的变化，避免了长时间的等
待”。

说干就干，刘传智提前一天就开
始准备，在核酸检测点的2楼架起摄
像头，用笔记本电脑进行调试。24
日7时，刘传智开启了直播间，郭凤
明将直播间分享到了学苑嘉园小区
的居民微信群中，“在直播间可以看

到核酸检测点排队情况，大家可以作
为参考再来排队，免得挨冻”。郭凤
明在群内发完直播间链接和上面这
段话后，得到了大批居民的称赞。“太
方便了，很直观，等人少了再来，不用
排队挨冻了。”还有居民提出意见，调
整一下角度可以看得更直观。刘传
智及时听取居民意见，将摄像头更换

了更长的电源线，调整了摄像头的位
置，将排队的整个画面都拍得十分清
晰。

“第一次实施就很见成效，人流
不断，但核酸检测井然有序，未来也
将继续采用这种形式。”郭凤明对这
种新颖的形式很满意，已被刘传智的
直播成功“圈粉”。

大三学生刘传智

微信直播核酸检测排队情况

生活报讯（见习记者王伟健 记者
黄迎峰）近日，齐齐哈尔依安县公安
局刑侦大队破获一起以“不用考试”就
能取得驾驶证的诈骗案，抓获犯罪嫌
疑人1名，涉案金额20余万元。

2021年11月，依安县富饶乡兴
仁村村民张某到依安县公安局刑侦
大队报案，称被人骗走7000元。经
了解，原来张某想考驾驶证，但没时
间学习，于是便根据朋友介绍找到了
呼某。呼某自称是某地驾校工作人
员，声称只要交钱，两个月就一定能
把驾驶证拿下来。只要张某给他
7000元钱，可以连考试都不用去，就
能直接拿驾照。张某想都没想，直接
给了呼某7000元，可是过了一段时
间后他的驾驶证还没到手，想再联系

呼某时，发现呼某早已不见踪影。意
识到自己上当，张某选择了报警。

接到报警后，刑侦大队民警迅速
展开调查。发现自 2021 年 4月以
来，依安县富饶乡先后发生多起类似
的报案，受害人均是准备学车的学
员。依安警方随即将多起案件进行
并案侦查。经过近2个月的调查，1
月6日民警在依安县将呼某抓获。

经查，呼某没有固定职业，去年4
月，呼某冒充某驾校的负责人，声称
可以帮人不考试办理驾驶证，期间先
后收取了30多名受害人的钱款，共
计20万余元，事后，呼某将所得钱款
全部挥霍。目前，犯罪嫌疑人呼某因
涉嫌诈骗罪，已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
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不用考试就能拿到驾照？
男子诈骗20余万 30余人上当

生活报讯（苗怀鑫 记者栾德谦）近
日，由齐齐哈尔南开往菏泽东G2634次
列车运行至德州东至济南西间时，列车
烟雾报警器触发报警，导致列车降速运
行，乘警随即进行处置。

20日21时许，G2634次列车3车厢
卫生间烟雾报警器突然响起，民警与列
车工作人员赶到现场后并未在卫生间内
发现吸烟旅客。民警随即调取了列车公
共视频，根据体貌特征找到了这名旅客。

记者从哈铁警方了解到，经询问，该
男子否认其在卫生间吸烟，并称自己身
上虽然有一包香烟，但没有打火机，根本
没办法吸烟。但根据视频，当时只有该
人从卫生间出来，随即，乘警与列车工作
人员对卫生间进行检查。最终，乘警在
卫生间垃圾桶内发现与该人同品牌香烟

的烟蒂。在证据面前，该男子终于承认
了在高铁吸烟的事实。

据该男子交代，由于是第一次在高
铁上吸烟，列车降速后自己比较害怕，所
以最开始不承认吸烟。民警最终也找到
了该人藏在座椅靠背网兜内的打火机。
目前，该男子已移交菏泽东站派出所进
一步处理。

高铁上吸烟 触发报警后拒不承认
乘警调监控锁定吸烟男

被点赞

哈铁警方提供哈铁警方提供

两会·观察

针对目前大多数老人选择居家
养老的情况，我省相关管理部门开
始筹划社区养老基本服务体系建
设。记者从省民政厅获悉，按照规
划，我省将持续完善“居家为基础、
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
合”的养老服务体系。拓展延伸社

区居家养老服务，加强城乡社区养
老服务设施建设；实施老年人居家
和社区适老化改造；发展多种模式
的城市社区养老服务；深化居家、社
区和机构养老融合发展。新建城
区、新建居住区配套建设养老服务
设施达标率达到100%，乡镇（街道）

范围具备综合功能的养老服务机构
覆盖率达到60%。

此外，今年我省将加快发展基本
养老服务，启动建设社区嵌入式养
老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助老生活
圈”。老人将在社区享受怎样的助
老生活？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我省“15分钟助老生活圈”就是在城
市社区15分钟步行或骑行可达范围
内，配备老年人生活所需的基本服
务功能与公共活动空间，提供助餐、
助洁、助购、助医等生活性养老照护
服务，形成环境友好、生活便捷的老
年人基本服务平台。

今年我省启动建设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设施
打造“15分钟助老生活圈”

如何“管好”家中的那张养老床

生活报首席评论员 静伟
“少不离家是废人，老不离家是贵

人”，古人的这句话，虽有偏颇之处，但
未尝没有一定道理。少年时，当趁青
春，出乡关，乘万里浪，为自己打拼出
一片未来；到老时，则更愿归故里，守
家园，三杯两盏淡酒，与家人相伴，同
往事干杯，不亦乐乎？

居家养老，比起其他的养老方式，
更符合老年人的生活习惯、心理意愿、
经济状况，也是更让老人及其家人放
心的一种选择，而对于社会来说，也是
更节省成本、更便于推广的一种养老
方式。所以，在这次的我省“两会”上，
居家养老也成为委员代表关注和热议
的话题，如何“管好”家中的那张养老

床，多举措打通居家养老“最后一公
里”，若真能“理想照进现实”，对于龙
江老人来说，真是善莫大焉。

但居家养老，看起来很美，做起来
却需要很细。在我看来，还需要四股
力量的共同发力。

首先是“人才力”，有数据显示，未
来养老专业技能人才缺口将达到千万
人，尤其是对于高素质、高技能养老人
才的需求日益增加，这需要我们从教
育培训、薪酬待遇、社会观念等多方面
发力，让养老这一“夕阳产业”拥有“朝
阳前景”。曾有人提出，让专业的服务
人员，比如护士，能够自由流动起来，
盘活人才资源活力，也未尝不是一个
办法。

再就是“科技力”，在养老人员短
缺的大背景下，靠“人盯人”养老显然
是不够的，也会增大个人、家庭和社会
的成本，那么，这个时候，科技就是最
好的补充力量，甚至在未来，可以成为
主打的力量。这次“两会”上，也有委
员提出要开发“智能医疗”、“智能社
区”，开发“网上菜篮子”、“一键通”援
助呼叫等信息平台等建议。在上海等
大城市的一些社区，也已经普及“一键
呼叫”“照护宝”、“SOS”紧急呼叫器、
红外体感设备等新科技经过适老化技
术研发改造，从紧急呼叫到全时监护，
科技“照料”老人，已是无微不至。

还有就是“市场力”，居家养老这
事儿，仅靠政府的“一臂之力”显然不

够，更需要市场的力量来调节和实
现。但我们也看到，一些社区养老机
构长期亏本经营，实际运营情况并不
理想。这也需要政府在前期给予投入
和支持，比如通过建设补贴、设施改造
补贴、运营补贴、入住费用补贴等方
式，培育居家养老市场。

最后，就是“社区力”，一个设施良
好、服务优质的社区，对于居家养老来
说，可谓事半功倍。我省目前已在着
手打造“15分钟助老生活圈”，我们的
老旧小区改造，也不妨学学北京等地，
将适老化改造延伸到老人家中。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当我
们老了，愿安心居家养老，能够成为我
们余生最后也是最大的安慰。

居家养老，还需借助“四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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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破解之道”让养老服务延伸到家

打造社区居家一体模式，打通居家养老“最后一公里”……在“两
会”上，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支招”如何让家中的养老床更舒适。

——建家庭养老床位
让养老机构服务延伸到家

省政协委员刘军龙建议，
推广家庭养老床位建设，开展
家庭适老化改造，巩固家庭养
老的基础地位。可以探索针对

失能、半失能老人家庭养老床
位建设，对家庭进行必要的适
老化改造，支持养老机构延伸
服务到家庭，鼓励社会组织、企
业开展上门居家养老服务，弥
补家庭养老专业照护能力的不
足。

——打造多位一体信息
平台建立社区养老服务网络

省政协委员张瑞庭表示，
我省要建立老年群体信息系
统，推动养老服务的信息化发
展。以智慧社区建设为纽带，
建立信息平台和服务网站，整
合和利用已有的信息资源和网
络平台，达到资源共享，实现养
老服务与家政服务、社区服务、

餐饮服务、保健医疗多位一体
信息平台，建立起满足老年人
各种服务需求、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社区养老服务网络。鼓励
社会中介组织、家政服务等社
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依托非
政府组织、社区组织、企业、社
区医疗卫生机构、志愿者等多
种主体，鼓励其上门为居家老
人提供助餐、助浴、助法、助急、
助医、购物等定制服务。

——建日间照料、护理中
心等补齐居家养老设施短板

“基础设施不足，影响居家
养老的质量。”省政协委员汤
连志表示，要让居家养老更舒
适，就要加强居家养老服务的
基础设施建设，建设社区设
施，如日间照料中心、日间护

理中心、社区活动中心，提供
多样化的服务，方便老年人根
据自身需求和习惯，选择相应
的服务项目和形式。同时，建
立社区养老服务队，大力发展
社区志愿者队伍，与属地大专
院校、卫生院校联合协作，对
现有管理和服务人员进行有
计划的培训。

——小事不出社区 大事有人帮扶 制定居
家养老服务标准和价格

省政协委员刘艳芳建议，找准居家养老服务的突
破口，提高居家养老服务水平。制定完善居家养老服
务评价标准及指导价格，强化对社区服务工作人员的
绩效考核。引进专业的服务机构参与居家养老服务，
鼓励成立“公司+家庭”型居家养老服务公司，发展居
家养老连锁经营。开发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利用“智能
医疗”和“智能社区”等项目，加快推进居家老年人监护
信息系统建设。开发“网上菜篮子”、“一键通”援助呼
叫等信息平台，做到老人“小事不出社区、大事有人帮
扶”，实现全方位专业化的为老服务。

——尽快制定黑龙江省养老服务条例

省人大代表高广生建议，加快《黑龙江省养老服务
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立法进程，解决我省老年人
的养老突出问题。建议在《条例》中规定充分发挥社区
辐射作用，建立健全社区养老医疗服务体系制度。目
前，在我省很多地区，社区养老服务普遍缺位，大量的社
区管理机构及社区医疗机构没有在养老服务领域发挥
出应有的覆盖性作用。建立健全社区养老医疗服务体
系，建设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体系，打造助老生活圈及
社区食堂，扩大居家养老服务供给，为老年人提供饮食、
生活、护理、居家医疗等多种服务，既有利于为老年人提
供优质贴心便利的服务，又有利于解决许多家庭的后顾
之忧，还有利于缓解医疗机构医疗资源紧张、长期占用
床位等问题，是解决养老问题行之有效的途径。建议在
《条例》中规定建立基本养老公共服务清单制度。明确
基本养老公共服务项目、供给对象、供给方式、服务标准
和支出责任主体，重点保障高龄、失能、贫困、伤残、计划
生育特殊家庭等困难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

（上接A02版）

政府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