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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江全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

A叠：要闻·体彩 今日彩票中奖号码刊发在A04版 每份1元 发行服务质量监督热线：（0451）84657610 84671553 读者纠错热线：84652201 代号：13—37

哈
尔
滨
天
气
预
报

17日

18日

19日

多云有雷阵雨
多云

日
夜

多云
多云

日
夜

晴
晴

日
夜

西北风3-4级
偏南风2-3级

西南风3-4级
西北风2-3级

西北风3-4级
偏西风2-3级

27℃
16℃

29℃
18℃

29℃
20℃

龙头新闻·生活报帮办记者团：
供暖帮办仲亮 17800590258
旧改帮办梁晨 17800590256

出行帮办栾德谦 17800590257

水电气网购帮办李威兵 17800590259
教育帮办吕晓艳 17800590263
医疗帮办周琳 17800590260

旅游帮办薛宏莉 17800590261

民政帮办于海霞 17800590264
社区帮办史天一 17800590267
社区帮办肖劲彪 15590881052
首席帮办李丹 17800590268

有难事找帮办

主管/主办：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 出版：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生活报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23—0017 总第11762期 今日8版

记 录 时 代 风 云 推 动 社 会 进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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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寅年 五月十九

我省多所高校专业入选
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AA0606

冰城昆仑时代中心楼盘

没房产预售证
也在锁资“排卡”
销售：房价公布后不“认筹”就不退

●推进重大水利工程建设
提速推进松花江连通工程、挠力河下游治理工程、林

海水库前期工作。新开工青龙莲花河等9处重点涝区治
理、嫩江民兵等26处大中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

●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推动佳鹤铁路改造建成投用，铁伊高铁、

北黑铁路改造工程建设提速。续建吉黑等高
速公路650公里，新开工鹤岗至伊春等高速
公路600公里。

●加强沿边口岸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建设国道嘉临公路嘉荫至汤旺河段等工程，新

开工同哈公路哈鱼岛至三村段等项目。加快推进绥芬河
机场实现通航。

●加快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
全面加强“双千兆”建设与升级改造，实现5G网络覆

盖全省城镇以上地区。推进全省沿边沿线电信基础设施
建设，实现沿边沿线交通要道、景区及边境城市、口岸和
农村4G/5G网络信号全覆盖。

哈尔滨主城区
18处易积水点位公布
AA0707

“道路改造拆健身器撂荒了！”后续

健身器材复建
预计10天完工
AA0404

牡丹江赵女士父亲2011年去世
当时户口被派出所“注销”

警方六年后来电
“你父亲户口没注销！” AA0505

生活报讯（记者王萌
文/摄）近日，牡丹江的赵
女士向本报反映，其父亲
2011年去世后“注销”了户
口，火化之后也领取了丧
葬费。但6年后的一天，她
突然接到省公安厅的电
话，称全省开展户籍清查
行动，检索排查到她父亲
的户口没有注销，赵女士
又去派出所注销了一次户
口。“这几年因为注销户口
的问题，错失了一次动迁
改善居住条件的机会，继
承房产的问题也耽搁了几
年。”赵女士很困惑，到底
是什么原因造成当年注销
户口没成功。16日，生活
报记者赶赴牡丹江对此事
进行了采访。

（下转A03版）

生活报讯（许褚）4月30日晚，超
级大乐透第22047期开奖，也是超级大
乐透10亿大派奖第8期开奖。本期前

区开出号码“07、10、11、12、33”，后区
开出号码“03、11”，本期全国销量为
3.33亿元，为国家筹集彩票公益金1.20
亿元。

当期全国中出4注一等奖，其中，
四川遂宁一幸运儿独揽本期一等奖派
奖奖金，获32999999元一等奖，这也
是超级大乐透10亿大派奖期间第3注
单注奖金超3000万元的一等奖。

此大奖出自于四川省遂宁市射洪
市滨涪路，这位幸运购彩者凭借一张

8+3复式追加票，除获得一等奖奖金
3299.9万元外，还揽获二等奖2注及若
干固定奖，单票获奖3404万余元（含
833万余元追加奖金和1523万余元派
奖奖金）。

5月6日下午，中奖者到四川体彩
中心兑奖大厅，领取了大奖。中奖者介
绍，他以前没怎么接触过体彩，受同事
影响近一年才开始接触大乐透，喜欢自
己选号买复式票，彩运还不错。中过两
次上千元的奖金，这次10亿派奖期间

还中过几注四等奖，单票收获奖金2万
多元。

对于大奖，中奖者表现得异常平
静，他笑着说：“这笔奖金不菲，中奖应
该是一件好上加好的事情，不能心态失
衡把好事变坏。保持良好心态，不要让
突如其来的惊喜打乱正常的生活节奏，
才能不辜负这份老天赐予的礼物。”

男子运气爆棚
百元自选擒3404万

体育彩票
黑龙江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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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见习记者齐杨如意 记
者吴哲）6月15日晚，体彩大乐透第
22067期开奖。当期开奖号码为：前区
04 14 15 32 33，后区10 11。

本期一等奖开出9注，单注奖金
800万余元，其中5注选择追加，多得
640万余元奖金，追加头奖为1440万
余元。其中山东揽获4注追加头奖，湖
北中出1注追加头奖。北京、河北、福
建和河南分别中得1注基本头奖。

山东中出的4注1440万余元追加
投注一等奖分落菏泽（2注）、淄博、济

宁。菏泽中出的，是一张经2倍投的、
5+9复式追加票，共中出一等奖2注、
二等奖28注、三等奖42注，单票擒奖
3273万元。淄博中出的，是一张前区
5+后区1胆3拖的胆拖追加票，共中出
一等奖 1 注、二等奖 2 注，单票擒奖
1464万元。菏泽中出的，是一张6+3
复式追加票，共中出一等奖1注、二等
奖2注、四等奖5注、五等奖10注，单票
擒奖1467万元。

湖北中出的1440万元追加投注一
等奖出自武汉，中奖彩票为一张6+3

复式追加票，共中出一等奖1注、二等
奖2注、四等奖5注、五等奖10注，单票
擒奖1467万元。

北京中出的800万元基本投注一
等奖出自平谷，中奖彩票为一张7+3
复式票，共中出一等奖1注、二等奖2
注、四等奖10注、五等奖20注、六等奖
10注、八等奖20注，单票擒奖817万
元。

福建中出的800万元基本投注一
等奖出自莆田，中奖彩票为一张5+4
复式票，共中出一等奖1注、二等奖4

注、三等奖1注，单票擒奖827万元。
河北中出的800万元基本投注一

等奖出自唐山，中奖彩票为一张5注号
码、10元投入的单式票。

河南中出的800万元基本投注一
等奖出自洛阳，中奖彩票为一张8+3
复式票，单票擒奖819万元。

二等奖开出185注，单注奖金6.5
万余元，其中98注采用追加投注，多得
5.2万余元奖金。本期大乐透全国销售
金额为2.95亿元，计奖结束后奖池余
额12.13亿元。

大乐透头奖5注1440万 4注800万 奖池12.13亿

记者走访街路积水情况

友谊路友谊路行行车道积水过脚踝车道积水过脚踝
通江街通江街雨中变雨中变

生活报16日讯（记者栾德谦文/摄）16日下午，哈市又
迎来一场不小的降雨天气，记者在哈市道里区多处新老易
涝点进行了实地走访，发现很多点位均有不同程度积水。

16日13时30分许，此时这里
正下着雨。在河梁街及河曲街
上，路面均有多处低洼积水点。
记者看到，无论是否打伞，很多行
人纷纷到附近商铺处避雨。“这条
街排水慢，雨稍微大点儿，很快就
到处都是一摊一摊的积水，打着
伞也得蹚水。”一位路过的市民告

诉记者。
据 了 解 ，

河曲街、河梁街
上的易积水点，
均不在 2021 年哈
尔滨排水集团与交
警联合发布的城市易涝
点位里。

河曲街：打着伞蹚水

15时许，记者又来到哈市道里
区友谊路人民广场地铁站3号口附
近看到，友谊路上的地铁施工围挡
外，有一处较大积水，占据最右侧整
个车道和旁边的非机动车道，水深
已过脚踝。

随后，记者走访至友谊宫门前

时看到，此时友谊宫门前有少量积
水，总体来说并不明显。同时，在友
谊路上，从市人大到通江街间自西
向东的车道上，不时就有很多积水。

据了解，除友谊宫外，记者走访
中发现的友谊路上其它积水点位，
也不在2021年发布的易涝点中。

友谊路：行车道积水过脚踝

15 时 30 分许，哈
市道里区通江街、中央

大街一带降雨量越来越
大，期间还下起了雹子。

记者沿通江街骑行发
现，附近小区内的积水几乎全流

向通江街，小区门洞内的雨水流淌成
河，已过脚踝。

接近霞曼街口附近，通江街上积水最
多。随后，记者沿霞曼街往中央大街方向骑
行发现，中央大街与霞曼街交口处的地市低
洼带，也有较多积水。道里松雷门前的道里
十二道街公交站点路边也有一摊积水。

据了解，通江街与霞曼街口属于2021
年发布的易涝点位，但在通江街上，还有一
些不同程度的积水点。

通江街：雨中变“小河”霞曼街口附近积水多

随后，记者沿上大街走访发现，从西头
道街到西十五道街，多数“西”字头街路与
尚志大街交口的路口处、尚志大街西侧人
行道及盲道与“西”字头街路的路口处，均
有低洼水坑。

随后，记者注意到，在尚志大街道西

的哈一百公交站点，路边有一处较大积
水。在尚志大街上的兴业银行门前，有
一大摊面积过百平米，深至小腿的大面
积积水。

据了解，尚志大街在2021年发布的易
涝点中。

尚志大街：沿线人行道多处水坑

通江街通江街

通江街通江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