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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参同人参、燕窝、鱼翅齐名，是珍品
之一。《本草纲目拾遗》中记载：其性温补，
足敌人参。现海参厂家为回笼资金，将新
鲜出海的优质海参低价供应广大读者，只
要您拨打电话均可低价申购纯正淡干海
参。

1.保真，每根海参均符合质量检验报
告标准，绝非糖干海参破坏营养成分。

2.保证海参正宗，肉厚、口感软糯。
3.纯淡干，保证营养不流失，一斤海参

大约（50-80头），每斤涨发8-15斤。

本次活动真实可靠！打进电话即可
特价申购新进正宗淡干海参——

●原价3960元/斤，现价990元/斤，
买2斤送1斤，买5斤送3斤。每斤低至
619元！

●原价 5880 元/斤，现价 2880 元/
斤，2斤送1斤。每斤低至1920元！

●原价 6280 元/斤，现价 2580 元/
斤，3斤送10斤即食海参。限量抢购！

望广大读者抓紧时间报名，订购送惊
喜好礼。如有承诺不符，愿承担法律责任！

海参厂家
回笼资金 清仓特卖

广告

烧烤、熏酱、小吃、水果……

冰城路边摊回来了
生活报讯（实习生张瑞焓 见习记者齐杨如意 记者陈莹 梁晨文/摄）“给我来两个麻团！”看到久违的美

食，李阿姨拿到手便咬了两口。近日，哈市复商复市有序推进，同时发布了允许餐饮企业和零售门店外摆经营
的政策，记者在走访中发现，不少商户都在门前摆起了摊位，顾客纷纷挑选或品尝着……

“政策一出，我们就提前做了准
备，将遮阳伞、桌椅板凳都找了出来，
一大早就将摊位摆好了。中午一到，
在外面摊位就餐的顾客就多了起
来。”香坊区幸福路一家快餐店的老

板说。
在乐园街上，记者看到商铺门前

有卖生鲜水果、卖各种面食、还有各式
小吃的。“将商品摆在门口，大大增加
了顾客的购买几率。”店家表示。

“门口摆摊 大大增加购买几率”

在道外区钱塘街一家熏酱面馆门
前，记者看到面馆门前摆了近十张桌
子，门口还摆着一个菜品展示柜。“太
想念这家熏酱了，平时也会单买两盘
回家当下酒菜。好长时间没吃了，可

是给我馋坏了。”附近居民刘先生说。
“由于面条的特殊性，我们没有开

通外卖，现在让外摆经营了，这可太好
了，这能让我们的客流量提高3至4
成。”熏酱面馆老板笑着说。

外摆经营 客流量提高三四成

在工农大街上记者看到，外摆最多
的店铺当属餐饮美食类，烧烤、炒菜、熏
酱、烤肉、凉皮、水果……其中又以烧烤
店的数量居多。短短一条街上，就有5
家烧烤店在门口摆放了桌子。“这两天
气温上来了，正是哈尔滨人撸串喝酒的

好日子。”烧烤店老板说。
18日晚，夏先生和朋友的路边摊

大餐已经开始了。涮毛肚、各色小串
再加上冰啤酒，好不热闹。“烧烤就应
在路边吃。不在路边吃，总感觉差点
味道。”夏先生笑着说。

“不在路边吃烤烧 总感觉差点味道”

这几天，在顾乡大街经营麻辣串店的
老陈忙坏了。记者了解到，通知一出，老
陈的手机就被打爆了，“我把门口的摊子
发到朋友圈，就有好多老顾客打电话来订
桌，我都接不过来了。”

不过，由于老陈还没备好食材，许多
食客还只能再等两天。“这几天太忙了，料
我还没备完，好几个熟人打电话来了，我
告诉他们后天肯定可以吃上了。”虽然疲
惫，但老陈依然满脸笑容。

回头客不断 老板备料忙

生活报讯（记者栾德谦文/摄）19日，本报刊发了“伤
痕累累的公交站牌”一文，引起关注。由于反映线索较多，
当日，记者随机选择了哈市公交8路、126路全程乘坐，查
看沿途公交电子站牌破损、黑屏等情况。其中，8路九站公
交首末站公交站牌黑屏，沿途过半电子站牌仍能正常显
示；而126路沿线电子站牌则黑屏过半，且世茂大道祥安
南大街口（江南方向）电子站牌破损严重。

19日10时50分，记者全程乘坐8路公
交车，发现该线路双向共53站，电子站牌共
42个，其中有27能正常使用，4个电子站牌
面向绿化带，记者没有看清。剩下11个不
能正常使用。

经过记者统计，从九站公交首末站到会
展中心换乘枢纽站，该方向共27站，19个电
子站牌，14个好使，5个不好使。其中，九站
站、九三集团站、辽河路站、中植方洲苑站电

子站牌黑屏；建筑艺术广场站电子站牌显示
为测试。

从会展中心换乘枢纽站到九站站方向
共26站，23个电子站牌，13个好使，4个看
不清，6个不好使。九三集团站、辽河路站、
宣庆街站、宣化街站、秋林公司站、九站站电
子站牌黑屏。在九站公交首末站，一名驾驶
员告诉记者：“黑屏这种情况有一个多月
了。”

8路：近四分之一黑屏

“伤痕累累的公交站牌”后续
记者搭乘两趟公交查看沿线站点电子站牌黑屏现象

8路近四分之一 126路过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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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认真核实相关证照，谨慎付款，自行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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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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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paper.hljnews.cn/http://epaper.hljnews.cn/

名片/彩页/印刷、
宣传册，各种纸质印刷
品、价格优惠。

联 系 电 话
0451-82425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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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泽养老院

招自理、半自理、卧床老人，吃的
好、住的好、玩的好，对半自理和卧
床老人提供专业护理。交通便利，
配套齐全、药店、洗衣房、食堂、专业
医护队伍、老年大学、琴棋书画特色
班、24小时热水、冰箱、互动电视、
无线网络等。哈西红星城3号楼

乘坐57.58.236公交车直达
电话:0451-51025111、18545866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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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瑞彤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23010930119067X8，经公司股东会
决议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2000 万元减
至 410 万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债权人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
提供担保。

公司名称：哈尔滨瑞彤绿化工程有
限公司

公司地址：哈尔滨市松北区乐业镇
群喜村后陈家屯

联系人：周立娟
电话：13059089838

2022年5月20日

减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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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

敏，土地使用证（香幸集建 92 字第付

0078 号），本人王淑芹，请速与我联

系，联系电话：18745044640

寻人启事

哈尔滨宝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230109MA1BK6QJ53）经股东会决

定，即日起公司解散，清算组成立进行

清算，请各债权人自此公告发布之日

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注销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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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马金凤现为坐落于民生尚都

C22 栋 2 单元 1 层 1 号房屋的受让人，

该房屋用途为住宅，建筑面积67.44平

方米。该房屋原所有人施庄成已将该

房屋实际交付本人，由本人实际占有,
原房屋拆迁协议号011300823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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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报讯（见习记者崔凯歌 记者
吕晓艳）19日，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
工程院院士、我国著名机械动力学家、
哈尔滨工业大学原校长黄文虎同志因
病医治无效，在哈尔滨逝世，享年 96
岁。黄文虎院士为我国航天科技和教
育事业奋斗一生。黄文虎院士的逝世
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的重大损失，也是我
国航天工程领域的重大损失。

黄文虎同志1926年7月22日出生
于上海市，1949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电机
系，1950年进入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班
学习，毕业后留校工作至今。曾于1983
年至 1985 年担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校
长。1959 年 5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黄文虎同志长期致力于一般力学、
动力学与控制学科领域的教学和研究工
作，取得了多项重要创新性成果，推动了
我国航天器动力学与控制等工程科学的
发展，是中国振动工程研究的倡导者和

开拓者之一。曾获得众多奖励，包括国
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航空航天部科
技进步二等奖、黑龙江省科学技术进步
一等奖。黄文虎同志任校长期间，明确
学校服务航天的发展方向，为学校进入
加速发展快车道打下坚实基础。

在战火中坚定科技报国理想

1926年 7月22日，黄文虎出生于
上海市一个普通职员的家庭里，不久被
父亲送回老家浙江永康。1937年抗日
战争全面爆发，黄文虎平静的小学生活
和继续求学的梦想也因日军的入侵而
粉碎。在战火纷飞中一边逃难一边求
学的黄文虎，于1945年考入浙江大学
电机系学习。大学毕业后，他毅然选择
科技报国、育人强国这条路，矢志不渝
地走了下去。

“破解科技难题是我最大的幸福！”

为了实现科技报国之志，1950年9

月，黄文虎选择重工业基地东北作为自
己的理想之地。

他告别江南水乡，来到遥远的“冰
城”哈尔滨，就读于研究生班。因学校
扩大，急需基础课师资，他服从分配、改
换专业成为理论力学研究生，从此和力
学与振动事业结下不解之缘。

伴随着国家科技的不断强大和哈
工大的一步步发展，黄文虎步履稳健地
走在科技强国、科技报国的道路上。他
在我国最早创立开展设备故障诊断技
术研究，发展了模糊诊断、神经网络等
诊断技术；他在卫星、飞船故障诊断技
术可行性研究和原理性实验方面取得
重要成果，为故障诊断技术在我国航天
领域的应用提供了途径……

“什么是幸福？对我来说，破解科
技难题，那才是什么都比不了的幸福。
是哈工大赋予我一次次科研创新的灵
魂和动力。”正是对这种“幸福”的执着
追求，才使黄文虎成为中国振动工程研

究的倡导者和开拓者之一。

学生心中的“严师、慈父、良友”

“此生所愿艳桃李，路石人梯荐白
头。”作为教育家，黄文虎在不断攀登科
学高峰的同时，还注重对学生创新能力
的培养，把教书育人当作一生的事业来
追求。步入耄耋之年的他，以敏锐的思
维、严谨的学风、高尚的品德创造着尖
端领域中一个又一个科研成果，教育着
一代又一代年轻科研工作者在研究领
域勇往直前。学生们感叹：跟黄老师学
习，学到的不仅是知识，更学到了做人
做事的道理。“严师、慈父、良友”，这就
是学生心中的黄文虎。

巨星陨落！痛别黄文虎院士

生活报讯（记者王秋实）19日，
记者从省医保局获悉，近日，国家组
织人工关节集中带量采购中选结果
将于31日在黑龙江省落地实施，此
次带量采购中选产品价格平均降幅
82%。

据介绍，其中，人工髋关节平均
价格从3.5万元下降至7000元左右，
人工髋关节组套最高中选价为9920

元，最低组套中选价为1788元；人工
膝关节平均价格从3.2万元下降至
5000 元左右，最低组套中选价为
2468元。

下一步，省医保局将组织做好医
疗机构与相关企业协议签订，中选结
果落地实施等后续工作，进一步推进
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工作有序开
展，努力减轻群众看病就医负担。

降价了！

人工髋关节平均价格从3.5万降至7000元
生活报讯（记者周琳）23日，黑龙江

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将启动夜间门
诊服务，方便有需要的患者晚间就医。届
时，国医大师、全国名中医、省名中医、龙
江名医、省青年名中医齐聚一堂，打造龙
江中医“领头雁”昼夜同质诊疗新格局。
与此同时，中医大一院“中医护理特色夜
间门诊”也将同步开启，为广大市民带来

“冰城健康夜生活”新体验。

去年退休的市民李女士，白天照顾身
体不好的老伴，还要带孙子。平时。李女
士身体有了毛病只能硬挺着，白天去不了
医院。得知中医大一院即将开设夜诊服
务，李女士喜出望外。她说，有了夜诊，白
天看孩子、晚上调理身体，都不受影响了。

届时，市民可关注“黑龙江中医药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微信公众号，进行预约
挂号。

冰城健康夜生活来了！

23日 省中医大一院开启夜诊时代

生活报讯（许褚）8日，足球
胜平负第22055期全国开出4注
一等奖，单注奖金500万元，其中
1注落户天津塘沽，中奖者凭借一
张复式投注票斩获当期一等奖1
注以及二等奖11注，单票累计获
奖金额合计622万余元。近日，中
奖者现身天津体彩中心办理了兑
奖手续。

据中奖者介绍，除了喜欢看球
之外，平时还会研究一下足球彩
票，坚持购买足彩已经有很多年的
时间了，但是中这么大的奖还是第
一次！

中奖者表示，虽然这次中了大
奖，但是以后还是会继续看球，继
续购买体育彩票，因为买了彩票再
看球，在观赛的同时又增加了一份
期待，这个购彩习惯肯定还会坚持
下去，也希望大家都能中奖！

一张复式票
揽足彩622万

生活报讯（王明琛）
12日开奖的排列5玩法第
22122 期，一位齐齐哈尔
购彩者凭借倍投直选票，
揽获550万大奖，中奖彩
票出自齐齐哈尔市龙沙区
体彩销售网点。

13日，中奖者庄先生
来到齐齐哈尔市体彩中心
领取了奖金。据了解，庄
先生是位资深购彩者，对
玩法简单容易上手的排列

5情有独钟，每次投注都习
惯靠直觉。中奖当天，他
就预感有戏，但在发现开
奖号码和自己的投注号码
完全一致时，还是不禁被
吓了一跳，当晚都没睡好
觉。“我以前购彩中过几
万，但中这么大的奖，还是
头一回。”

兑奖后，庄先生表示
今后会继续购彩，为公益事
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齐齐哈尔购彩者喜中 万排列5大奖

生活报讯（见习记者齐杨如意
记者吴哲）18日晚，体彩大乐透第
22055期开奖，同时本期也是大乐透
10亿派奖的第16期，当期开奖号码
为：前区01 02 12 15 23，后区04 06。

本期一等奖开出6注1000万，其
中1注选择追加，追加单注奖金为3299
万余元（基本头奖1000万+追加奖金
800万+基本头奖派奖833.3万+追加
头奖派奖666.6万），该追加头奖花落云
南，剩余5注头奖分别落于浙江（2注）、
河北（1注）、福建（1注）和贵州（1注）。

云南中出的1注3299.99万元追

加且派奖一等奖出自昭通，中奖彩票
是一张5注15元的单式追加票。这
也是本次10亿元大派奖开始以来中
出的第6注3299.99万元大奖。

浙江中出的2注1000万元基本
投注一等奖分别出自杭州、嘉兴，中奖
彩票均是一张5注10元的单式票。

河北中出的1注1000万元基本
投注一等奖出自沧州，中奖彩票是一
张5注10元的单式票。

福建中出的1注1000万元基本
投注一等奖出自福州，中奖彩票是一
张前区2胆11拖+后区2拖的胆拖复

式票，单票奖金1008万元。
贵州中出的1注1000万元基本

投注一等奖出自贵阳，中奖彩票是一
张8+4复式票，单票奖金1121万元。

二等奖中出60注，其中26注采
用追加投注，有24注二等奖符合派奖
条件，单注奖金为71.6万余元（基本
奖金28.26万+追加奖金22.58万+基
本奖金派奖11.5万+追加奖金派奖
9.2万），二等奖基本奖金为28.2万，追
加单注奖金为50.8余万。本期大乐
透全国销量为 3.27 亿元，计奖结束
后，奖池余额9.71亿元。

大乐透头奖1注3299万+5注1000万
奖池余额9.71亿

体育彩票
黑龙江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协办

550

当日下午，记者又全程乘坐126路公交
车，发现该线路双向共49站，电子站牌35
个，14个正常显示，1个破损严重。

记者统计，防洪纪念塔往枫叶小镇方向共
24站，其中电子站牌17个，能正常显示的仅7
个，其余10个电子站牌均有问题。其中东风
街站、经纬十一道街站、爱建路站、冰雪大世界
站、港汇大厦站、荷兰城站、世纪花园B区2号
门站黑屏；太阳岛道口站、经纬九道街站、宏源
街中源大道口站电子站牌显示测试。

枫叶小镇往防洪纪念塔方向，共25个
站，18个电子站牌，7个亮的，10个电子站牌

黑屏，其中1个不光黑屏还破损严重，还有一
个显示测试。其中，润和城站、宏源街中源
大道口站黑屏，世茂大道祥安南大街口站
（江南方向）不但黑屏、且破损严重，世纪花
园B区2号门站、荷兰城、港汇大厦站、金色
江湾站、大唐电业站、冰雪大世界站、太阳岛
道口站黑屏；老会堂音乐厅站显示为测试。

市民王先生表示，“前两年住在哈尔滨
新区，什么都是新的，还有全国领先的电子
站牌，现在电子站牌很多都黑屏了，或者盖
上公益广告。既然已经安了，为啥不能让它
正常显示呢？”

126路：黑屏过半，1个破损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