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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宜文（哈尔滨市道里区乡土农业果
蜜鲜生态农场直营店）：

本局于 2021 年 12 月 6 日对你（单
位）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行政处罚决定
书》（哈里市监群力罚字〔2021〕007
号）。你（单位）在法定期限内对该《行
政处罚决定书》确定的下列义务没有
履行：缴纳罚款及违法所得款629057
元（罚款 627606 元、违法所得 1451
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
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本局现催告你
（单位）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十个工
作日内按照该《行政处罚决定书》确定
的方式依法履行上述义务。

收到本催告书后，你（单位）有权进
行陈述、申辩。无正当理由逾期仍不
履行上述义务的，本局将依法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联系人：盛洁、吴鑫平 联系电话：
0451-84367756

联系地址：哈尔滨市道里区安升街
158号

哈尔滨市道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2年 5 月 11 日

哈尔滨市道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履行催告书

哈里市监群力罚催字〔2022〕001号

刘宜文（哈尔滨市道里区乡土农业果
蜜鲜生态农场直营店）：

本局于 2022 年 5 月 11 日依法
对你（单位）作出下达《行政处罚决定
履行催告书》（哈里市监群力罚催字

〔2022〕001 号），因你采取其他送达方
式无法送达，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
处罚程序规定》第八十二条第五项的
规定，本局决定依法向你（单位）公告
送达《行政处罚决定履行催告书》（哈
里市监群力罚催字〔2022〕001 号），内
容是：缴纳罚款及违法所得款629057
元（罚款 627606 元、违法所得 1451
元）。

请你（单位）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六十日内到本局领取《行政处罚决定
履行催告书》（哈里市监群力罚催字

〔2022〕001 号），逾期不领取即视为送
达。

联系人：盛洁、吴鑫平 联系电话：
0451-84367756

联系地址：哈尔滨市道里区安升街
158号

哈尔滨市道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2年 5 月 19 日

哈尔滨市道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文书送达公告

哈里市监群力罚送告字〔2022〕00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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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李龙现为坐落于民生尚都F区
27栋1单元101号房屋的受让人，该房
屋用途为住宅，建筑面积 76.12 平方
米。该房屋原所有人李国河已将该房
屋实际交付本人，由本人实际占有,原
房屋拆迁协议号011001901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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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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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李龙现为坐落于民生尚都F区
28栋3单元403号房屋的受让人，该房
屋用途为住宅，建筑面积 76.12 平方
米。该房屋原所有人李国河已将该房
屋实际交付本人，由本人实际占有,原
房屋拆迁协议号011001901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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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0日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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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民告诉记者，二期因停电电梯困人后，
18日20时左右，小区物业管家在业主群里发
出了温馨提示，“因电业局线路故障导致园区
临时性停电，请业主朋友保存物业中心应急服
务电话，在前台座机无法正常使用的情况下拨
打这部手机。”

“我打算问问停电是什么原因，当我拨打
这部应急服务电话时，电话却处于关机状态。”
小区部分业主表示，昨天他们就打了物业公布
的应急电话，但始终没能打通，这部电话成了
摆设。19日，小区二期几位业主又尝试拨打
该电话，还是关机。

根据业主反映的情况，19日，记者于10时
50分至13时30分，8次拨打招商贝肯山应急服
务电话，均处于关机状态。为此，记者采访了招商
贝肯山物业相关负责人，据该负责人介绍，18日，
小区停电确有其事，停电时间为两小时许，至于停
电期间电梯是否有人员被困和应急服务电话关
机的情况，该负责人表示：“进一步了解情况后，由
专人给记者回复。”

截至记者发稿时，记者未接到回复。

居民拨打应急电话始终关机

市民反映：

市民大厦业务已恢复市民大厦业务已恢复 停车场却不开停车场却不开
记者踏查 工作人员回复互相矛盾

居民投诉招商贝肯山小区物业：

昨天公布的应急电话 今天就关机
生活报讯（记者仲亮文/摄）18日一早，因为突发故障小区停电，有

业主被困单元电梯中，当晚哈尔滨市道里区招商贝肯山小区物业向二期
居民发布了物业应急服务电话。但没想到，18日刚发布的电话，19日居
民就打不通，一直处于关机状态。对此，部分小区业主质疑：“如此应急服
务，真出了事咋能应急？”

据居民介绍，18日，道里区招
商贝肯山小区物业向居民发出通
知，4时30分左右，群力第一大道
附近区域多个小区因突发故障停
电。当日，小区居民的待遇却不
同，有的区域启用了应急电，能够
保证电梯正常运行，小区二期却
没有启用应急电，造成业主被困
电梯的情况发生。

“住在同一个小区，为啥两种
待遇？”19日，采访中小区二期业
主王先生告诉记者，18日5时许，
他起床正要给家人做早饭，发现
家里停电了，他翻看小区微信业

主群，发现很多业主正在议论停
电的事。有的业主在微信群里
说：“由于电梯突然停电，导致有
人被困在电梯里，被困的幸亏是
年轻人，如果是老人或者孩子，后
果不言而喻。”有的业主说：“为啥
五期电梯启动了备用电源，二期
没有？”有的业主给物业提出了建
议：“停电以后的核心问题是，备
用电机能不能无缝衔接，如果不
能启用备用电源，是什么原因导
致的？物业能不能整理出一套最
快的解决办法，至少不能让困在
电梯里的业主担惊受怕。”

凌晨四点半停电有人被困电梯

文/摄 生活报见习记者 王伟健
18日，生活报新街派官方视频号发

布一条《市民大厦停车场不开放 办业务
市民周边违停成两排》的视频，受到了广
大读者和市民朋友的关注。19日，生活
报记者就此事进行采访时，管理部门却
表示，停车场已经开放了。随后，记者再
次来到市民大厦停车场一探究竟。

据市民反映，市民大厦恢复线下办
公，但是其停车场却未开放，驾车前来办
事需要沿途寻找停车位，但由于车位有
限，很多着急办事的市民直接将车辆停
成两排，不仅违章，还阻碍了其他车辆的
正常通行。

18日上午，生活报记者来到现场，发
现围绕市民大厦的巴陵街、比乐街及雨
阳街，均出现双排停车的情况，原本两排
行车道被占一排，导致过往车辆通行不

畅。
随后，记者驾车想进入市民大厦停

车场，一位身着管理人员制服的人表示：
“停车场不开放，往前面找。”当记者询问
何时开放时，该管理人员表示：“不知道，
领导决定。”

当日，生活报新街派官方视频号就
此发布《市民大厦停车场不开放 办业务
市民周边违停成两排》的视频，很多网友
留言：“大厦办公都恢复了，停车场开放
能受啥影响？”“开车来办事太不方便
了。”……还有网友提出了一些改善停车
难的提议。

19日，记者拨打了哈尔滨市行政服
务大厅（哈尔滨市市民大厦）的电话，工
作人员将电话转接给负责该处停车场管
理的物业公司，一位郭姓工作人员告知
记者，市民大厦停车场已从18日起开

放，但员工停车后剩余车位不多，且立体
式停车位导致部分车型停车受限。工作
人员称，“18日，市民未能将车辆停进车
场是车位已满，而不是没开放停车场。”

随后，记者再次前往市民大厦，车辆
行至停车场门口处时，一位身着管理人
员制服的工作人员向记者摆手表示不让
进，记者询问停车场是否开放，该名工作
人员称，开放了，但是现在没有车位了。

为了一探究竟，记者步行进入市民

大厦，发现通往负一层和负二层停车场
的大门被锁死，电梯内-1层和-2层按键
均无法按动，无法前往停车场。记者向
现场工作人员询问，被明确告知“暂未开
放，需要等待通知，具体何时开放尚不清
楚。”

市民大厦停车场到底开没开放？管
理人员的解答与现场工作人员的解答完
全矛盾。为何要将通往停车场的大门紧
锁？生活报记者将持续关注。

价比三家 5月19日价格表 每周五刊发
哈市发改委授权 独家发布

注计价单位：元
（1）香满园雪花饺子粉；(2)防蛀

修护晶莹薄荷140克；(4)雪花啤酒；
(5)牙博士；(6)中裕特精小麦粉；(7)
金龙鱼河套平原雪花粉；(8)福临门
秋田小町；（9）促销价；（10）三级；
（11）双汇；（12）伊利金领冠三段听；
（13）完达山元乳儿童奶粉 4 段
400g/盒；(14)完达山元乳婴儿配方
奶粉；（15）上品精制料酒；（16）中华
健齿白炫动果香味155g/支；（17）统
一红烧牛肉面；（18）丽邦亲肤系列
1500g/提；(19)哈肉联；（20）700g/
只；（21）100g*5袋；（22）今麦郎一
桶半红烧牛肉136g/桶；(23)哈尔
信；(24)五得利五星金特精粉5kg；
(25)雀巢3段奶粉；（26）哈尔信；
（28）700g；(29)金龙鱼长粒香东北
大米5kg；（30）117g*5袋；（31）伊利
纯牛奶；（32）240ml；（33）百年家良
（小神厨）调味料酒王；(34)东古海鲜
酱油500ml；（35）佳洁士3D炫白双
效牙膏；（36）碧浪专业去渍无磷洗
衣粉自然清新型；(37)维达蓝色经典
纸200；（38）舒洁加香手帕；（39）海
飞丝新生清爽控油型去屑洗发露
200ml；（40）维达超韧系列140*10
卷；(41)250ml；(43)东三福葱香排
骨面；（44）奥妙强效洁净洗衣皂
220g/块。

规格

500g
5kg
5kg
5kg
109g
102g
116g
5L
5L
5L
5L
5L
500g
500g
500g
500g
500g
500g
500g
900g
900g
900g
240ml
227ml
242ml
500ml
500ml
100g
450g
485ml
600g
330ml
596ml
140g
130g
120g
200ml
400ml
200ml
125g
100g
252g
226g
1700g
1638kg
500g
500g
140g*10卷
180g*10卷
10包

品种

散装大米
福临门大米
廊雪雪花粉
古船水饺粉
康师傅红烧牛肉面
东三福红烧牛肉面
今麦郎上汤排骨面
九三三级豆油
九三一级豆油
鲁花5s压榨一级花生油
福临门大豆油
金龙鱼调和油
腰盘
精瘦肉
腰盘
精瘦肉
散鸡蛋
雪莲白条鸡
三黄鸡
多美滋金装多乐加1段
龙丹益生宝1段
完达山1段奶粉
完达山纯牛奶
龙丹纯牛奶
蒙牛纯牛奶（小枕）
正阳河料酒
东古一品鲜酱油
太太乐鸡精
厨大妈白砂糖
玉泉方瓶42度
哈啤1900
哈啤小麦王
娃哈哈纯净水
佳洁士（防蛀修护）
中华（芦荟水晶原萃）
高露洁360°
海飞丝（去屑洗发露）
飘柔（长效清爽去屑）
潘婷丝质顺滑
舒肤佳（纯白清香型）
玉兰油深度滋润
雕牌高效洗衣皂
奥妙（99洗衣皂）
碧浪（新卫士）
雕牌（超效加酶42kg）
立白（生姜）
奇强（柠檬超洁）
心相印特柔3层
唯洁雅
心相印小黄人手帕纸

比优特顾乡店

2.29
37.90（29）
27.90（24）
29.90（7）
14.00

63.90

65.00

5.29

16.99（20）

3.00（41）

2.70

7.50（34）

2.50（4）

22.90(5)

26.90（39）

19.90

家乐福乐松店

2.25
31.90

12.90（21）
7.60（30）

72.90
72.90
185.90
59.00（10）
75.90
12.90
13.99

4.95

19.80

248.00
2.10

2.80（32）
5.40（15)
9.90
5.50

37.00
7.30
2.00
1.50
9.90（2）

14.90
27.90
19.40
21.00
6.80
9.90

14.30

27.90

5.80

中央商城

12.50

69.90
75.90
169.90

85.90

24.90(26)
22.90(26)

198.00

268.00
2.50
2.50
2.70

7.20

7.20
1.90
1.50
12.90

26.50

20.90
4.90
8.50
5.90
4.60
22.50

5.50

27.90

7.90（38）

大润发开发区

14.10

72.90
72.90
159.90
59.90
65.90

248.00

2.50

7.90

27.50
7.30
2.80
1.50

21.90

6.80

21.50
9.90
5.50

6.90

大润发松北店

2.65
41.30（8）

15.00
13.90
4.00（17）
72.90
72.90
159.90

15.90(11)
13.90(11)
5.20

268.00（14）
2.10
2.70（31）
2.50

9.90
5.50

27.70
8.00（4）

1.50

4.50

27.90

21.00
6.80

5.80
8.00

4.30

33.90（40）
28.10

2.25
31.90

12.90（21）
7.60（30）

72.90
72.90
164.60
58.80（10）
75.90
12.90
13.99

5.20

19.80

248.00
2.10

2.80（32）
5.40（15)
9.90
5.50

37.00
7.30
2.00
1.50
9.90（2）

14.90
27.90
19.40
21.00
6.80
9.90

14.30

27.90

5.80

家乐福平房店

2.69
39.50
32.90（6）
31.90（1）
14.60
7.50
4.00（22）
69.90
69.90

79.90

14.90
11.90
5.39

85.30（13）

2.20
2.20
2.70
3.50（33）
7.90
5.50

21.90

2.00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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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2月28日，国务院正式批复设立中国·海南博鳌
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并赋予先行区享有包括与国际上

同步使用尚未在国内批准上市的境外创新药品、器械、材料、技术等特许医疗、特
许研究、特许经营、特许国际医疗交流“四个特许”政策，可以试点开展临床“真实
世界”数据研究与应用。截至目前，先行区已特许引进的治疗恶性肿瘤靶向治疗
药物、罕见病、疑难病等药械达220余种，累计诊疗患者数十万人次。先试先行，
为博鳌乐城的发展提供了强劲引擎，也为广大患者带来福音。

哈尔滨市第二医院作为公立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始终秉承“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
服务理念，将人民群众生命放在首位。医院找准机遇，积极寻求与海南博鳌乐城的合
作，力求将最先进的国际医疗带进我省，让广大龙江百姓享受更加优质的医疗服务。

生活报讯（记者周琳）最近，哈医大一院收
治了一名20个月大的男童龙龙（化名），龙龙在
吃玉米时，不慎摔了一跤，筷子扎进咽喉直达颅
内。经过手术，长达3厘米的筷子被安全取出。
目前，龙龙已经安全出院。19日，生活报记者联
系到医大一院神经外科二病房主任教授王宁，
听他讲述了救治孩子的惊险过程。

哈医大一院神经外科二病房主任教授王宁
介绍，龙龙妈妈将插有筷子的玉米递给孩子吃，

当时孩子拿着玉米边吃边跑，忽然“啪”的一声
摔倒了。家长取出筷子和玉米时才发现，筷子
折了一截。

哈医大一院神经外科二病房主治医师邵奇
介绍，经过初步诊断，筷子已经插到咽喉位置
了，可能就进入颅内了。而且，孩子只有20个
月，年龄太小，情况紧急，导致救治困难重重。
通过进一步检查，医生发现筷子头插进了颅内，
是很多重要的血管和神经的位置，其中有部分

神经功能主要是支配吃饭的问题，喝水的问
题。如果仅仅将它从咽喉部取出，那么很有可
能在取出的过程中碰触神经，引发大出血。

“经过研讨，我们为孩子进行一周的抗感染
等治疗后，进行了开颅手术，从颅内推动筷子至
咽喉处取出。”王宁表示，手术危险是巨大的，折
到里边的筷子长度大概是三厘米。

经过精心周密的操作，医生最终成功取出了
筷子。目前，龙龙已经康复出院。

20个月宝宝吃玉米时摔倒 筷子从咽喉扎进脑部 开颅取出

打造看病 解锁就医新方法
19日，哈市二院与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先行区多家医疗机构签署合作协议

生活报讯（记者周琳）5月19日，哈尔滨市卫健委与海南博鳌乐
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管理局共同签署两地医疗健康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哈尔滨市第二医院与乐城医疗先行区园区内的博鳌超级医
院、一龄生命养护中心及海南省肿瘤医院签署医疗合作协议，成为黑
龙江省首家与海南博鳌乐城国际旅游先行区入驻医院建立全方位合
作关系的医疗机构。今后，两地将共同打造直接、便捷、高效、全程、
可靠的乐城医疗“直通车”，让更多患者无须再到国外寻医问药。

“受到地域气候等因素的影
响，我省心脑血管和肿瘤疾病高
发，希望到乐城国际医疗先行区
得到特许医疗救治的患者需求
量很大。”哈尔滨市卫健委主任
柯云楠在签约仪式上表示，哈尔
滨市第二医院在我省率先与乐
城国际医疗先行区相关医院开
展合作，加入乐城国际医疗先行
区的医院联盟，抢占医疗先机，
将为哈市乃至我省疑难病、罕见
病患者开辟全新的就医途径。
哈尔滨市卫健委将全力支持所
属医疗机构与乐城国际医疗先
行区相关医疗机构开展医疗合
作，努力推进医保、特药险等尽
早开通落地，积极探索双方进一
步深化合作的空间。

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
游先行区管理局局长贾宁在讲
话中指出，此次签约后，双方将
就探索跨区医疗合作新模式、支

持双方所属医疗机构在医疗业
务、人才交流、科技研究、“真实
世界”数据采集等方面开展合
作，使哈市百姓更加直接、便捷
地了解和享受到乐城医疗先行
区在医疗的先进性、可及性和国
内的唯一性。

“让候鸟人群更多、更快的享
受便捷的服务，真正推动两地发
展，惠及双方百姓。”海南博鳌乐
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管理局贾
宁局长介绍，近年来，乐城医疗先
行区聚焦医疗卫生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初步构建起具有国际竞争
力的医学产业生态圈，实现了医
疗技术和设备药品与国际水平同
步，让有需要的患者无须远渡重
洋，就能够享受国际最前沿的医
疗服务。今后，双方将发挥各自
优势，建立完善医疗人才多点执
业及培训沟通机制，提升两地医
疗人才学术和诊疗水平。

解锁就医新途径候鸟老人看病更方便

“患者在乐城完成首次医疗后，后续
医疗、康复、复查等均可由哈市二院在本
地接续完成，医院同时对符合‘带药离岛’
政策的患者，根据相关政策实施后续医
疗。”据介绍，根据协议内容，哈尔滨市第
二医院将为龙江患者提供专门绿色通道，
同时与乐城相关医院以医院联合体形式，
设计并实施以患者为核心的疾病全链条
医疗服务模式。哈市二院将在本地对有
乐城特许医疗需求的病人进行限期评估，
评估后与乐城相应医院专家确定医疗原
则，经由哈市二院绿色通道预约乐城专
家。对于我省急需国外进口药物治疗的
患者而言，这无疑是一个重磅的好消息。

“乐城医疗先行区的政策优势和制度
的先进性，正是龙江百姓所急需的。”哈尔
滨市第二医院党委书记闫松表示，医院热
切期盼与乐城医疗先行区各医疗机构的

合作顺利开展，同时也有信心将此次合作
打造成为解决龙江百姓特殊医疗、特许医
疗需求的绿色通道和“高速公路”。

此次签约后，随着海南“自贸港”建设
的提速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极简
审批”、“带药离岛”等政策的不断深入，我
省患者不仅可以享受到“乐城速度”，更可
以不用再远赴海南甚至国外，免去等待和
路途的奔波。进一步拉近本地医疗与国
际最先进技术的距离，使有需要乐城医疗
患者可以直接便捷地享受到世界上最新
科技创新药械及医疗技术。同时，经哈尔
滨市第二医院医院推荐赴乐城诊疗的患
者，还可按照相关政策将临床急需的境外
新药“带药离岛”，回当地继续服用，有效
延伸了特许政策的辐射范围。让龙江百
姓尽快用上全世界最先进的药械，为更多
患者带来希望。

市民两边接力看病 建立就医无障碍的“高速公路”

新闻背景：

直通车

生活报讯（记者吕晓艳）生活报记
者从哈市教育局获悉，19日，哈尔滨市
教育局下发关于2022年义务教育阶段
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公办小学6月
10-20日统一网上报名，公办初中实行
对口招生，坚持“公民同招”。

哈市将持续推进落实中小学“四零
承诺”，严格执行义务教育适龄儿童少
年免试就近入学规定。义务教育学校
均不得以任何名义挑选学生，严禁以任
何成绩、证书、证明作为招生依据。义
务教育学校均不得招收特长生，不得以

“国际部”“国际课程班”“境外班”等名
义招生。

积极稳妥推进招生方式改革。教
育资源相对均衡的区域，依然实行单校
划片，对学位紧张情况和招生政策变化
要及时发布招生入学工作公示、预警提

示，明确时间节点，合理引导社会预期。
坚持“公民同招”。民办义务教育

学校应在区、县（市）教育局核定的招生
范围内招生，与公办学校同步招生。

严格规范招生入学行为。严禁以
任何形式提前组织招生、违规跨区域招
生；严禁以高额物质奖励、免收学费、虚
假宣传等方式争抢生源；严禁招收借读
生、人籍分离、空挂学籍；严禁收取择校
费、与招生入学挂钩的赞助费以及跨学
期收取学费等。

6月10-20日，小学进行网上报名、
信息采集。采集学生基本信息、家庭住
址及家长姓名、联系方式等必要信息，
严禁采集学生家长职务和收入信息。

公办初中实行对口招生。在公办
学校跨区、县（市）就读（户籍变迁等情
况）的小学生，小学毕业后可以返回户

籍所在区、县（市）就读初中，也可按照
就读小学所在区、县（市）初中招生政策
在就读小学所在区、县（市）升入初中。
民办小学毕业生可以回户籍地公办初
中就读。民族小学毕业生，不再就读民
族初中的，可以回户籍所在区、县（市）
就读初中。我市在外地就读的（外地返
乡）小学毕业生，可以返回户籍所在区、
县（市）就读初中。公办小学、民办小
学、民族小学、外地返乡小学毕业生，要
求回户籍所在区、县（市）公办初中就读
的，应分别向毕业公办小学、毕业民办
小学、毕业民族小学、户籍所在区、县
（市）教育局提出申请，经审核符合条件
的，由户籍所在区、县（市）教育局统筹
安排进入公办初中学校就读。

6月28日-7月1日,家长在“哈尔
滨市义务教育招生入学服务系统”进行

回户籍所在地就读公办初中网上申请
并上传相关入学信息。7月12日，所有
报名但未被民办初中学校录取的学生
数据导入“哈尔滨市义务教育招生入学
服务系统”。7月13-14日，对报名民办
初中但未被录取的小学应届毕业生信
息进行补充。7月31日前，完成公办初
中入学信息核验。8月2-5日完成公办
初中录取确认（含完成小学升对口初中
学生信息导入和补充），并陆续发放公
办初中入学告知信息。

哈尔滨2022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规定出台

小学严禁采集学生家长职务和收入信息
公办初中实行对口招生 坚持“公民同招”

扫码看招生规定 扫码看政策解读

惊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