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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报 讯 （记 者李威兵）22
日，生活报记者从气象部门获悉，
24 日白天至 25 日白天，全省最高
气温自西向东将升到 0℃左右，冻
融交替。未来三天，哈市气温大幅
回升，将导致冰雪景观、积雪积冰
冻融交替、高空坠冰等，请注意安

全；昼夜温差较大，户外活动需注
意防寒保暖。

23日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23
日夜间到24日白天，全省晴有时多
云。24日夜间到25日白天，大兴安
岭北部多云转阵雪，其他地区晴有时
多云。23日白天最高气温，大兴安

岭-4～-2℃，黑河、鹤岗、佳木斯西
部、双鸭山、鸡西-6～-4℃，其他地
区-8～-6℃。

23日白天，哈尔滨市晴，西南风
2～4级，最低气温木兰、延寿、呼兰、
巴彦-28～-26℃，依兰、五常、尚
志 -21～-19℃ ，其 他 区 、县

（市）-25～-23℃，最高气温-8～
-5℃。23日夜间至24日白天，全市
晴，西南风3～4级，最低气温木兰、通
河、巴彦、延寿、呼兰-25～-23℃，依
兰、五常-17～ -16℃，其他区、县
（市）-22～-19℃，最高气温-5～
-2℃。

明后两天 我省最高温0℃左右啦

生活报讯（记者李丹）生活
报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哈尔滨
市园林绿化行业管理应急预案》
近日发布。《预案》提出，如遇到大
风、暴雨等极端天气，达到二级以
上预警时，哈市公园可采取闭园
管理。

《预案》还提出，加强极端天

气下公园安全管理，通过社会公
告、园区广播、安保人员劝导等多
形式，组织做好疏导游客进入安
全防护地带或及时劝离、二级以
上预警可采取闭园管理；有水域
和内河流经的公园做好汛期、大
风、暴雨后排涝工作并设立警示
标志，确保安全措施到位。

哈市发布园林绿化行业管理应急预案

遇二级以上极端天气 公园可闭园
生活报讯（郝树行 记者何兴丽）近期，

哈尔滨市公安局交警部门持续开展静态交
通秩序整治百日会战专项行动，特别是针对
道外区老城区等周边道路，全面治理“停车
乱”问题。

道外区保障街、小南阳巷、滨江街及周
边区域物流企业集中，违停占道理货、装卸
货物现象频发，周边区域居民深受出行不畅
的困扰。22日上午，交警道外大队民警开展
日常巡逻管控，9时30分许，执勤警力至阳
光路时发现，一辆银色小货车停在路边卸
货，小货车“任性”地垂直停放，车头挡在行
车道上，车身完全占据人行道，导致行人、机
动车通行受阻。现场，交警在临街商铺找到

驾驶人，对其进行了教育，随后处以100元
罚款，并要求该人立即驶离。

10时许，交警巡逻至小南阳巷时，一台
黑AG637*号（黄牌）黄色货车停在了道路
中央，导致后方道路出现严重拥堵。民警指
出其违法影响后，驾驶人被处以100元罚
款 。 10 时 50 分 许 ，黑 AN9V1* 号、黑
A8239*号车辆违停在太原街某小区的消防
通道，民警发现后，对上述车辆处以100元
罚款，并联系驾驶人指出其违法危害性，责
令其立即驶离。

空车配货违停堵路
交警取缔“任性”货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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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城 1505对新人领证啦

生活报讯（记者于海霞文/摄）
“2022.02.22”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当
天不仅是周二，还是农历正月二十二，
因为“2”谐音“爱”，被网友称为“最
有爱的一天”。为讨个好彩头，哈市不
少新人当天排队办理婚姻登记。生活
报记者22日从哈市民政部门获悉，当
天，哈市迎来今年第一个婚姻登记高
峰日，全市共为新人办理结婚登记
1505对，是正常工作量的6倍之多。

当天上午8点，生活报记者在道里
区婚姻登记处看到，刚上班，登记大厅
就坐满了等候登记的新人。“今天是最

‘2’的日子，寓意最有‘爱’，我们都等
好久了，一定要在这一天定下终身。”
道里区居民小肖非常兴奋，他说怕登
记的人多，也怕堵车，两人早上5点就
起床赶过来排队。同时为了记录这一
天，他们还请来好朋友给拍照和录像。

早上9点，在南岗区民政局婚姻
登记处一楼和二楼的走廊里，新人们
双双对对排起长队，人最多时都排到
了大门外。尽管天气寒冷，但新人们
依旧耐心等待，或相视而笑，或拍照留
念，幸福的笑容洋溢在每对新人的脸
上。新人小帅告诉记者，“今天有九个
2，全是双，有成双成对、爱你爱爱爱
爱爱等寓意。”

“早上5点
就起床赶过来排队”

生活报记者在现场看到，作为全国
婚俗改革第一批试点单位，办理结婚登
记的同时，南岗区民政局特邀幸福彤道
创始人，为新人们开展了全国婚俗改革
试验区系列公益讲座之《新婚磨合期》，
吸引了很多新人参加。公益讲座后，上
午10点，南岗区民政局为10余对新人
举办了集体颁证仪式。准新娘王女士穿

着一身金色的新娘装，格外显眼，她说自
己和男友为了参加颁证仪式特意穿的，

“虽然冷点，但能记录下人生最重要、最
美丽的时刻也值了。”

据了解，在香坊、道外等区婚姻登记
处，为了应对登记高峰，工作人员都提前
1个小时上班，中午不休息，保证当天所
有的新人都能领到结婚证。

有人特意穿金色新娘装 参加颁证仪式

哈市从去年10月末开始实行婚
姻登记全市通办，12月20日起实行
省内通办，主城区及周边城区婚姻登
记量较原来有所增加。为了做好22
日当天的婚姻登记工作，积极应对特
殊日期及省内通办后骤增的婚姻登
记量，登记机关采取了网络、电话、现
场等多种方式的预约形式，尤其是主
城区婚姻登记机关针对省内通办和
市内通办的居民，采取网上预约，针
对辖区内居民采取电话或现场预约
的方式，将登记量及登记时间细化，
分时段、分批次办理，尽量减少当事
人当天在登记场所聚集的情况发生，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确保婚姻
登记工作当天平稳有序安全进行。

当天全市共办理
结婚登记1505对

哈市部分城区数据

道里区办理登记 109对
道外区办理登记 77对
南岗区办理登记 257对
香坊区办理登记 188对
松北区办理登记 116对
双城区办理登记 107对
阿城区办理登记 98对
呼兰区办理登记 92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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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龙法拍卖有限责任公司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哈尔滨海关委托，
在京东网络拍卖平台（http://haiguan.jd.com）在线公开拍卖手表一批：包含
欧米茄、帝舵、卡地亚、浪琴、天梭五个品牌。

本次手表拍卖提货方式仅支持自提，特此提醒买受人注意。
本次拍卖共分四个专场举行，具体时间如下：
第一专场：2022年3月2日9时至2022年3月3日9时（延时的除外），共

计100块手表单块拍卖（详见清单）
第二专场：2022年3月2日9时至2022年3月3日9时（延时的除外），共

计100块手表单块拍卖（详见清单）
第三专场：2022年3月2日9时至2022年3月3日9时（延时的除外），共

计100块手表单块拍卖（详见清单）
第四专场：2022年3月2日9时至2022年3月3日9时（延时的除外），共

计83块手表单块拍卖（详见清单）
展样时间：2022年2月28日至3月1日，每日9时至16时，请提前联系拍

卖公司预约。（来看样人员需提供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健康码为绿
码以及行程记录显示看样前14天之内无到过国内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城市）

展样地点：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平房区渤海三路与青岛一路交叉口
北100米。

标的物以现状为准，拍卖人对其品质不作任何瑕疵担保，竞买者参与竞
拍，视为已对拍卖标的物的品质状况有充分了解，并愿承担相关责任。移交
时发生包装、搬运费用由买受人负责。

上述标的为海关依法罚没的涉案财物（不涉及海关依法罚没的侵犯知
识产权货物）。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凡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法人
和其他组织均可参加竞买，有意向竞买人须注册京东账号并通过实名认证
（已注册京东账号的通过实名认证即可），并在线支付相应标的竞买保证金
（欧米茄、帝舵、卡地亚保证金1万元，浪琴保证金5000元，天梭1000元。如
个别标的保证金数额较大，请竞买人先行在开户银行开通网银大额支付功
能），具体要求请阅读竞价页面内的《竞拍须知》及京东网络拍卖平台告知的
海关拍卖流程（拍卖前必看）的相关准则。

注：本次拍卖的手表移交方式为买受人自提，买受人应在支付全部成交
价款及佣金后于2022年3月10-11日完成提货，并履行完提货手续，提货地
点为标的物所在地（哈尔滨市南岗区红旗大街280号），请提前致电拍卖机
构确定提货时间。

黑龙江省龙法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电话：0451-82309564、13945692850 ，13904511163
海关监督电话：0451-82381460，13351205776

黑龙江省龙法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拍卖公告

拍卖公告
黑龙江省旭升拍卖有限公司接受委托，定于2022年3月

3日9时在中拍平台以网络竞价形式公开拍卖兰西县部分护
堤地、旱田地三年承包权，其中位于兰河乡红卫村、长江乡万
宝村部分土地承包总面积约180.23公顷；位于兰西县城北出
口哈黑公路大棚区西侧土地承包面积约130亩。（详情请登
录：www.xspm.cn）

即日起在标的物所在地展样，欲参加竞买者请于3月1
日～2日15时前持有效证件及竞买保证金到兰西县财政局
二楼会议室或哈尔滨市香坊区华山路10号万达商务4号楼
307室拍卖公司交纳竞买保证金并办理竞买登记手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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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分钟）

微信及咨询电话：13303667897

黑龙江农垦龙信产权交易有限公司
黑龙江农垦宝隆拍卖有限公司 联合公告
黑龙江农垦龙信产权交易有限公司、黑龙江农垦宝隆拍卖有限公司共

同接受委托，定于2022年3月2日上午9时30在中拍平台举行公开拍卖会。
拍卖标的为：
1、北大荒集团黑龙江江滨农场有限公司21林班30小班、32小班、28林

班41小班过熟杨树更新采伐，采伐蓄积量约1172立方米，参考价42万元。
（设有保留价）

2、北大荒集团黑龙江江滨农场有限公司25林班1小班、14小班、17小
班过熟杨树更新采伐，采伐蓄积量约1003立方米，参考价38万元。（设
有保留价）

注：蓄积量仅供参考，以实际情况为准。有意竞买者请携带身份证明
或相关资质，并携带每标的10万元竞买保证金，于2022年3月1日上午11
时30分前办理竞买手续。

联系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珠江路29号
展样时间：2022年2月25日—2022年2月28日
联系电话：0451-55195722转分机8007

13845081668 王经理

拍 卖 公 告
黑龙江省佳达拍卖有限公司、黑龙江银通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于2022年 3月3日 10时，按现状依法对下列标的进行公开拍卖。

展样地点：标的所在地
展示时间：2022年 2月 28日至 2022年 3月 1日（9:00-11:

00,14:00-16:00）
拍卖地点：哈尔滨市南岗区飞翼路20号会议室
联系电话 ：82668181、15046098181、15045069191
联 系 人：小 乔
竞买保证金为 5万元/套，竞买保证金应于 2022年 3月 2日

15时前汇至保证金账户，交纳保证金后携带汇款凭证、身份证原
件到飞翼路20号办理竞买登记手续。优先购买权人请于拍卖前
5日内提交有效证明并到飞翼路20号办理登记手续，经审核后参
与竟买，逾期未提交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保证金账户户名：
黑龙江省佳达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哈民航支行，
账户：23001866741050501032。

序号

1
2
3
4
5

标的名称

南岗区哈西大街36号CS1栋CS1栋商服单元1-2层02号
南岗区学府四道街与哈西大街交口C1栋-1-1层1号
南岗区学府四道街与哈西大街交口C1栋1-2层05号
南岗区学府四道街与哈西大街交口C1栋1-2层06号
南岗区学府四道街与哈西大街交口C3栋-1-1层01号

建筑
面积㎡
227.15
133.92
219.21
134

163.06

起拍价
（万元）
160.5
94.5
146.8
89.7
115

生活报讯（记者王秋实）近日，
绥化市的曲先生被剪刀扎伤左前胸
壁，在绥化当地检查胸部CT提示心
包大量积液，情况危急，紧急联系哈
医大四院心脏大血管外科王柏春主
任，并立即通过120急诊转运。

王柏春主任接到信息后，立即上报
医务科启动急诊入院绿色通道，紧急组
织本科室及手术室麻醉科相关人员来
院进行抢救。急诊行剖胸探查止血术，
术中探查发现患者大量心包积血血块，
同时，除了右心室损伤外，患者的左胸
廓内动脉，心包，膈肌及肝脏均有损伤，
纵隔血肿。王柏春主任给予一一探查、
修补、止血、清创，手术过程非常顺利，
患者转危为安，平稳回到病室。目前，
曲先生已康复出院。

“心脏损伤分为钝性伤和穿透性
(包括贯通性)伤。心脏钝性伤多由交

通事故、挤压、坠落等压缩性暴力或
高速减速引起。心脏穿透性损伤国
内多以锐器刺伤为主，最常见者为刀
刺伤。能生存到达医院的患者主要
表现为心脏压塞或出血性休克等症
状体征。”王柏春主任介绍，曲先生的
情况存在一定特殊性，剪刀刺入后拔
出造成心包积血，血块形成，堵塞心
脏破口，形成一定压力平衡，曲先生
压塞症状存在但未持续加重，但如果
堵塞心脏破口血块脱落会造成压塞
加重，循环崩溃心跳骤停。另外，剪
刀除了刺入心脏外，还造成了膈肌及
肝脏的损伤，这可能是由于剪刀的结
构所造成的，一侧剪刀尖刺入心脏，
另一侧剪刀尖刺入膈肌造成肝脏损
伤，刺入过程中造成了左侧胸壁、肌
肉及左胸廓内动脉心包的损伤，这给
救治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剪刀扎胸 伤心脏又伤肝
男子经医生紧急救治转危为安

生活报讯（记者王秋实）为更好
地服务患者，针对假期学生就诊集中，
解决上班族与医院上下班时间同步，
看牙需要请假问题，哈医大四院口腔
科将从2月28日起开设门诊延时服
务，让大家上班、就诊两不误。

市民就医时需注意以下事项：
1、延时服务时间为每周一至周五的
16:30-19:00。实行预约挂号、分
时段就诊，请您务必提前预约并持
48小时内新冠核酸阴性结果就诊；
2、发热患者或不发热有咳嗽等呼吸

道症状的患者请预约发热门诊，筛
查排除后方可预约口腔科；3、请全
程自觉正确佩戴口罩，积极配合安
保、预检分诊人员，按顺序出示预约
挂号信息、扫“龙江健康码”、体温测
量、“行程码”，从急诊进入到门诊三
楼口腔科就诊；4、医院仅允许患者
本人进入门诊就诊，特殊情况下，最
多限 1人陪同；5、口腔科出诊情况
及预约挂号途径如下：（1）关注微信

“哈医大四院”公众号；（2）支付宝
“生活号”搜索“哈医大四院”。

下周起

这家医院看牙有“延时门诊”啦

生活报讯（记者周琳）2月22日14时许，来自鹤岗市的丽娜在哈医大一院顺利完成了造血干细胞采集捐献，为一位90后女孩带去了生的希
望。采集结束后，260毫升干细胞悬液将被送往上海市，完成它的使命。至此，丽娜成为黑龙江省第139例、全国第12781例捐献者。

“我只是做了一件自己
喜欢做的事情，如同一次难
忘的冒险……”22日，造血
干细胞采集结束后的丽娜
对生活报记者说。2018年
3月，一直坚持献血的丽娜
爱人又要去献血。“献血是
一件有爱心的事情，你也应
该去捐献。”爱人对丽娜
说。在爱人的带动下，丽娜
也随他一起去献了血。当
日献血结束后，二人加入了
中华骨髓库并留下了自己
的血样。“留下血样的时候，
并不清楚怎么捐献，只知道
这是一件救人的好事。”丽
娜对记者说。

2021 年 11 月，丽娜接
到来自黑龙江省红十字会的
电话，通知她配型成功了。

“刚接到电话时，我以为自己
遇到了骗子，半信半疑地听
完了对方的话，只记得当时
省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问
我，‘配型成功，是否捐献’，
我就恍恍惚惚地答应了。”直
到挂了电话，丽娜依然不敢
确信。后来，在与工作人员
添加微信后，双方进行了一
些交流，丽娜这才确信事情
是真的。得知丽娜被通知配
型成功，丽娜的爱人十分支
持，他认为这是件需要缘分
才能救人的事情。倒是丽娜
的父母听说这件事情后，有
些犹豫。丽娜上网查询了相
关流程后，对父母表示，这次
捐献不会对身体有任何伤
害。父母最终被说服，同意
她去捐献。

四年前 被爱人带动献血并留血样

通过前期相关检查
后，2022年2月22日9
时，丽娜开始了造血干
细胞采集。“昨天晚上基
本没怎么睡，在想采集
是怎样的过程，会不会
疼；在想这样女孩就能
得救了吧……”经过近
5个小时，采集终于结
束，丽娜如释重负地松
了口气。一直陪伴在丽
娜身边的爱人对她说，
这种配型成功的概率很
低，这是一次难得的缘
分。他希望未来自己的
血样也能配型成功，这
样他就可以像妻子一样
去救人了。

“对方是一名1996
年出生的女孩，采集前

通过志愿者我收到了对
方的信件。”提到这名得
了白血病的女孩，1984
年出生的丽娜眼眶有
些湿润，女孩在信上这
样写道：“自从生病后，
这几年我过得很苦涩，
直到得知您愿意帮助
我，我一下子感觉生活
充 满 了 温 暖 和 希 望
……仙女姐姐，我会一
直 祝 福 您 和 您 的 家
人。”丽娜直言，看完这
封信，她感觉自己做的
事情被赋予了更深的
意义。丽娜也给对方
回了一封信并赠送了
小礼物。采访的最后，
丽娜说她希望对方能
早日康复。

羡慕她 爱人希望以后也能救人

生活报讯（记者吕晓艳）生活报
记者从省人社厅获悉，黑龙江省公务
员局将组织实施 2022 年度全省各级
机关考试录用一级主任科员及以下和
其他相当职级层次公务员工作。报名
时间为2022年 3月 2日 9:00至 3月 7
日17:00。

据悉，具体内容请登录黑龙江省公
务员考试网或长按扫描下方二维码了解
详情。

我省公务员考试3月2日开始报名

鹤岗女子捐造血干细胞
受助女孩写信感谢“仙女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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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
电话13796106320

迁坟通告
因松花江供水项目建设途

经宾西镇，根据供水项目建设指
挥部要求、征地区域内所有坟墓
在规定时间内迁出，项目涉及宾
西镇西川村民合屯丁显银家耕
地北侧坟墓 1座，限期在 2022年
3月25日前迁出特此通告:

1、坟墓家属看到此通告后，
速到所辖村委会联系。

2、对逾期不迁移的坟墓，按
无主坟由民政部门将依据《黑龙
江省殡葬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
依法依规进行处理。特此通告。

联系电话:57921132
宾县宾西镇人民政府

2022年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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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信息请登录生活报数字报网址查询广告信息请登录生活报数字报网址查询：：
http://epaper.hljnews.cn/http://epaper.hljnews.cn/

公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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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孙凯，身份证:
230105197010031911，现为坐落
于道里区菜库街回迁楼AB栋A
栋 2 单元 16 层 2 号房屋的受让
人，该房屋用途为住宅，建筑面
积 69.87平方米。该房屋原所有
人方文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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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1004403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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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3日

公 告
本处于 2022 年 2 月 18 日作

出复查决定,决定撤销(90)哈外证
内字第 69号、(90)哈外证内字 70
号公证书，上述公证书自始无
效。特此公告。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公证处
2022年2月18日

公 示
根据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关

于解决历史遗留不动产登记问

题相关规定，现对以下房屋不动

产权人予以公示：

本人孟岩，拟登记不动产坐

落于南岗区阳光家园 13 号楼 2
单元102室，房屋用途为住宅，建

筑面积 60.38平方米。本人承诺

该不动产权属无争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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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对上述房屋所有权人有

异议的，请在此公示发布之日起

十五个工作日内，向哈尔滨市南

岗区城市更新局和哈尔滨市不

动产登记交易事务中心哈西分

中心提出异议登记。

哈尔滨市南岗区城市更新

局地址：南岗区人和街 62号，电

话∶86632782。
哈尔滨市不动产登记交易

事务中心哈西分中心地址：王岗

大街 803号，电话：859866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