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报 16 日讯（孟晋 记者栾德谦）
16日晚，记者从哈尔滨排水集团获悉，根
据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的降雨预警，哈尔
滨排水集团调度指挥中心提前安排部署，
启动橙色排涝预案，845名防汛排涝人员
在低洼地带、易涝区域提前布控上岗。同
时，城区泵站提前开
泵运行，降低系统水
位 。 该 集 团 公 布
2022年度主城区18
处易积水路段与风险
点位位置，并按六大
排水流域划分106处
区域布控防汛排涝。

哈市主城区18处易积水点位公布

生活报讯（记者李丹）记者从
哈市城管局及市城管局道桥中心获
悉，16日，针对哈市气象，市城管局
组织全市城管执法部门针对户外牌
匾广告进行安全隐患排查，要求商
家和产权单位自检自查，发现问题
及时进行加固，确保万无一失。对

可能存在的树木折枝隐患进行全面
排查，及时处理树木安全隐患，对可
能存在隐患的区域及时设立围挡。
加强道路桥梁巡视，对问题隐患及
时发现、及时上报，确保一旦突发险
情，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及时妥善处
置。

哈市这样应对暴雨

道桥巡视、排查树木安全隐患……

防 范

建国街（建国公园前）、哈东
站周边、景阳街南极街口、太古
十八道街交叉口、南极街承德街
口、东直路家乐福门前、铁路街教
化街口、先锋桥（两桥之间）、南直
路与淮河路交口、宏图街（南直
路-宏伟路）、大有坊街、道口街、
红旗桥下、公滨桥信义沟处、和平
桥下、三合路加油站、学府路学府
桥下、联盟大街火车站。

18处易积水路段
与风险点位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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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比三家 6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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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香满园雪
花饺子粉（4）雪花啤酒330ml；(5)牙
博士；(6)中裕特精小麦粉；(7)金龙鱼
河套平原雪花粉；(8)福临门家宴小
麦粉；（9）促销价；（10）三级；（11）高
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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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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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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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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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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9

16.90（20）

3.00（41）

2.40

8.90（34）

2.50（4）

22.90(5)

26.90（39）

19.90

家乐福乐松店

2.25
30.00

12.60（21）
7.60（30）

72.90
76.90
185.90
65.10（10）
79.90
15.99
13.99

5.90

19.80

248.00
2.10

2.80（32）
5.40（15)
9.90
5.90

37.00
7.30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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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20

248.00

2.70

9.90

27.50
7.30
2.80
1.50

21.90

6.80

21.50
7.90
5.50

6.90

大润发松北店

2.65

21.50（8）
32.50（3）
15.00
13.90
4.00（17）
72.90
72.90
159.90

16.90(11)
13.90(11)
5.10

268.00（14）
2.10
2.70（31）
2.70

9.90
5.90

27.70

1.90（4）
1.50

27.90

21.00
6.80

6.50
8.00
21.50

4.30

33.90

6.90

2.25
39.20

12.60（21）
7.60（30）

72.90
76.90
164.60
65.10（10）
79.90
14.99
13.99

6.40

19.80

248.00
2.10

2.80（32）
5.40（15)
9.90
5.90

37.00
7.30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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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39.50
29.90（6）
31.90（1）
14.60
7.50
4.00（22）
76.90
76.90

79.90
13.90
20.00
10.90

4.79

85.30（13）

2.20
2.90
2.50
3.50（33）
7.90
5.50

21.90

2.00
1.50
11.90（35）
6.00（16）
16.90
27.90
38.90
18.90
5.90
9.90
5.00
5.20（44）
21.50

5.50
4.90
28.00
22.50（18）
5.90

家得乐翡翠城店

生活报讯（记者何兴丽黄迎峰）近
日，哈市持续迎来强降雨天气，为确保市
民出行安全，哈市交警部门及时启动雨
天预案，多举措确保道路交通安全，共
出动警力1700余名、警车300余台。

11点35分许，防洪纪念塔突降
暴雨，哈市道里分局巡逻辅警大队辅
警沈文超、栾君于防洪纪念塔广场执
勤时，一名男子浑身湿透跑来求助，
母亲70多岁了走动不方便，只能躲在
防洪纪念塔周围的立柱旁避雨，现在

雨量特别大，母亲浑身都湿透了，而
且冻得直打哆嗦。两名辅警了解情
况后，立即联系斯大林公园保安人员
利用广场电动车将老人接到警车取
暖并安抚老人。

16日15时，在南十八道街与太
古街交叉口出现积水情况，个别涉水
车辆熄火遇困，道外大队警力见状立
即脱下鞋子，挽起裤腿向水中走去，
通过警车拖拽、人推等方式救助受困
车辆。

交警赤足救助涉水熄火车辆

当我们一天天长大，父亲也在慢慢的变
老！不知何时起，爸爸的记性变差了，下楼扔垃
圾也会忘带钥匙。小时候，是爸爸守护这我们，
如今我们长大了，也能守护他和我们的家！一
年一度的父亲节就要到了，你想好为爸爸买什
么了吗？不如为家里添置一款全新的指纹锁
吧。随着人们对家居的安全性与便捷性关注度
越来越高，指纹锁越来越受消费者的认可与喜
爱，即日起，本报联合超人开锁公司在父亲节来
临之际推出特惠换锁活动，全自动可视指纹锁，
仅售998元，指纹密码锁特惠价只要398元，C
级防盗锁芯128元。

相对于传统的机械门锁来说，全自动可视
指纹锁更方便、智能，通体铝合金材质，更时尚
大气，能轻松摆脱钥匙的烦恼，此款指纹锁选用
当下先进指纹锁技术，将指纹和门把手结合在
一起，只需一步就能轻松开门，这种开锁技术有
效拒绝假指纹开锁，老人小孩都适用，搭载了标

配的C级锁芯，防盗性能
好。支持指纹、密码、刷卡、
钥匙等四种开锁方式。

有时候主人还在外
面，客人就到访了，怎么
办？有智能锁的家，无论在世界哪个角落，遇到
客人来访，不需要亲自去看门，只要轻轻按一按
手机，就能远程开门，安全又方便。

此次特惠活动中，还有经典款最新型的C
级防盗锁芯，锁具的钥匙可以变形，钥匙的前端
有一个灵动键，只有叶片结构和灵动键同时作
用，精确定位才可以打开锁具，此款锁芯价格仅
售128元。本次活动联合的超人开锁公司，是
经过哈市公安部门备案和工商注册的正规开锁
公司，为您免费上门换锁的服务人员均是在哈
市公安局登记备案的专业换锁师傅，特惠活动
时间有限，快拨打换锁热线预约吧。

换锁热线：0451—88070707

父亲节来临

为家换把“高颜值”指纹锁

广告广告

行 动

生活报讯（记者李威兵）今明两
天哈市易出现局地雷雨大风、短时强
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雨量分布不
均。夜间至凌晨时段山区局地可能出
现雾，请注意防范。

21时许，记者从哈市气象部门获
悉，6月 16日 08-20 时降雨量实况
（mm）：降水出现在主城区、呼兰、阿
城、宾县、延寿、尚志，60个站降暴雨，
其中延寿延河（水文）114.5、道外黑工
程（水文）107.5、阿城先锋路（水文）
107、道外太平排水100.2、道外禧龙

市场98.3、香坊省气象台94.6、尚志万
发水库自动站94.5、道里哈尔滨（水
文）90.8、南岗宽城桥88.2、延寿福安
屯（水文）86.5，180个站降大雨。

哈市16日夜间至17日白天，全
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中雨；最
低气温 14～16℃，最高气温 24～
27℃。17日夜间至18日白天，全市
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最低气温15～
17℃，最高气温26～28℃。18日夜
间至19日白天，全市多云；最低气温
15～18℃，最高气温27～29℃。

今明两天 哈市阵雨继续

生活报讯 (记者黄迎峰) 15日，
哈市出现局部降雨天气，导致道里区
新发镇二场村幸福老年公寓院内出
现大量积水，老人出行困难。接到报
警求助后，哈尔滨市消防救援支队调
派崂山路消防救援站救援人员赶赴
现场。

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了解到，公

寓院内受灾面积约为1200平，水位
最深处约 0.6m。救援人员分为两
组，一组使用浮挺抽水泵深入公寓院
内进行排水作业，二组使用两盘水带
连接浮挺抽水泵并延伸至距离公寓
院内约30m的路边，将积水由院内
排至此处。经一小时作业，院内积水
处置完毕。

道里区一老年公寓积水超半米
消防紧急救援排水

昨多地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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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尔滨市道里区众
帮为老服务中心不慎将营业
执照副本丢失，统一社会信
用 代 码 ：
52230102MJ0043149E，特 此
声明作废。

● 母亲：霍媛媛，身份证
号：230125198308243781；父
亲 ：李 伟 ，身 份 证 号 ：
230104197612123710；孩 子
姓名：李雯溪，性别：女，出生
医 学 证 明 编 号 为
P230098430，特此声明作废。

● 郑振涛，不慎将哈尔
滨 市 恒 大 盛 和 世 纪 - 车
位-P1-B-392的车位票据丢
失 ， 票 据 号 ：
HEBHDCHSJ0003276，金额：
160000元（壹拾陆万元），日
期：2016年 11月 22日，特此
声明作废。

● 刘洋，不慎将哈尔滨
市松北区利民开发区苏州路
南、松浦大道西、1号楼 1单
元 11 层 1103 号房间的购房
票据丢失，金额：908548元。
特此声明作废。

● 黑龙江省供销合作社
直属工会委员会，工会法人
资格证书的正本和副本不慎
遗失，证书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为 ：
81230000721305082J。特此
声明并作废。

● 父亲：李春江、母亲：
刘堃遗失女儿李沛宸出生医
学证明，编号：Q230001987，
声明作废。

● 李佳佳（原名：李文
佳），女，2001年11月23日出
生于哈尔滨市王岗镇中心卫
生院。父亲：李克仁，母亲：
李明珠，不慎将孩子李佳佳
（原名：李文佳）出生证明丢
失，编号：B230080683，特此
声明作废。

● 北大荒粮食物流有限
公 司 山 河 分 公 司 ，账 号 ：
08019501040003325，开 户
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五常山河支行，因保管
不善，将预留印鉴中赵长洪
名章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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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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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名称:哈尔滨喜运

来二手车经纪有限公司；业

务范围:代理家庭财产保险，

机动车辆保险，人身意外伤

害保险。批准日期:2011 年

09月16日；机构住所:黑龙江

省哈尔滨市道里区新榆路

101 号 2 层 3 号；机构编码:
5C4002290000000000；许 可

证流水号:00007634；变更日

期:2022 年 05 月 09 日；发证

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

理委员会黑龙江监管局；经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黑龙江监管局批准，哈尔

滨喜运来二手车经纪有限公

司变更保险中介许可证。

特此公告。

哈尔滨喜运来二手车经

纪有限公司

哈尔滨喜运来二手车经纪有限
公司保险中介许可证变更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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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记者张立）日前，省政
府印发贯彻落实国务院扎实稳住经济
一揽子政策措施实施方案，我省加大基
础设施建设，加力推动国务院扎实稳住
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的落地见效。

全力推进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对
接落实好国家加快推进一批成熟的水
利工程项目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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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资金筹措方案，加快环
评、土地预审办理，完善可研报告，力争
年内开工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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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建设关
门嘴子水库，实施五常龙凤山等24处大
中型灌区改造、挠力河等14条主要支流

以及53条中小河流重点河段治理，大力
推进农村供水保障工程和侵蚀沟治理
工程建设，切实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

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全面落
实项目资金，积极争取铁路建设债券支
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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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
绥高铁加快开工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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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普通国省道
2000公里，完成1300公里普通国省道
和500公里高速公路维修改造，建设农
村公路4000公里，实施农村公路安防
工程300公里，改造农村公路危桥300
座。推进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二期扩
建工程全面开工建设，加快推进鹤岗、

绥化机场年内立项批复，加快漠河、鸡
西等运输机场改扩建及呼玛通用机场
项目建设。

加强沿边口岸基础设施建设。全面
落实国家支持沿江沿海沿边及港口航道
等综合立体交通网工程政策，加快推进
绥芬河、东宁口岸隔离留验、检疫检测业
务用房建设，积极推进口岸监管仓库等
配套设施建设。争取国家政策支持，加
强口岸后方通道建设，积极推进绥化至
北安（龙镇）铁路改造、佳木斯至同江（抚
远）铁路改造等项目前期工作，力争早日
开工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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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推进嘉荫、同江、逊

克等通用机场前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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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持续加强城镇5G网络深度覆盖的基
础上，积极向农村区域拓展覆盖，争取
实现 5G 网络覆盖 50%以上行政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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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进全光网省建设，持
续提升千兆光纤宽带接入能力，加快
城市主城区光纤网络升级工程。建成
哈尔滨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完
成全省工业互联网安全态势感知平台
建设。

我省全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

新开工新开工鹤岗至伊春等鹤岗至伊春等
高速公路600公里

16日上午，哈市南岗区在革新教堂广场启动第21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宣传活
动。活动主要通过现场咨询讲解、发放宣传资料、演习等方式，向居民群众宣传安全
生产政策法规、安全科普常识、危险化学品安全知识、应急处置、自救互救方法等，面
对面解答群众关心的安全生产问题。 生活报记者 于海霞 摄

生活报讯（记者梁晨）日前，哈尔滨市发布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以下简称
“三调”）数据。数据显示，哈市耕地面积为2457544.14公顷（36863162.10亩）；
湿地面积为40555.98公顷（608339.70亩），相当于56801个足球场，湿地是“三
调”新增的一级地类。

哈市湿地面积相当于5万余个足球场

生活报讯（记者张立）16日，记者
从哈尔滨市政府获悉，哈尔滨市退役军
人关爱扶助基金管理使用办法公布，该
基金由哈尔滨市慈善总会联合哈尔滨市
退役军人事务局发起，通过发放扶助金、
发放扶助物资、提供服务等形式，给予面
临特殊困难无法通过现有政策制度保障
或现有政策制度保障后仍有较大困难的
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本人及其家庭
的临时性、过渡性补充扶助。

据介绍，对扶助对象困难程度的界
定，原则上参照低保户、低保边缘家庭
和支出性贫困家庭的界定标准执行。

基金采取项目扶助和应急扶助两
种扶助方式。其中，项目扶助是哈市退
役军人事务局根据基金内可动用资金
情况、扶助对象整体困难形势和善款捐
助方意向制定助老、助残、助学、助病、

助就业创业、维护身心健康、改善居住
条件等主题扶助项目，并根据项目主题
确定扶助形式、规模、范围和受助条
件。扶助项目设立后，向各区县（市）发
布项目信息，明确项目要求，结合实际
向各区县（市）公平合理分配受助名额，
由各区县（市）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根据
项目要求甄别、审核后向市退役军人事
务局报送受助人名单，由市退役军人事
务局审批并实施扶助。

应急扶助是扶助对象陷入突发困
境，且属地区县（市）落实现有帮扶政策
后生活仍然有较大困难的，可以向属地
区县（市）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提交应急
扶助申请，由区县（市）退役军人事务部
门核实后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由市退
役军人事务局按照“一事一议”的原则
予以审批并实施扶助。

哈市启动关爱扶助基金

帮扶有困难退役军人

生活报讯（记者李丹文/摄）记者
从哈市垃圾分类领导小组办公室获
悉，哈市正鼓励各中小学校、幼儿园利
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德育教育契机，积
极开展垃圾分类主题宣教活动，号召
学生、幼儿及家长在保证防疫安全的
基础上，走进社区开展亲子垃圾分类
活动，实现“小手拉大手，垃圾分类
家-校-社区齐步走”。16日上午，在
道里区抚顺小学，举行了一场垃圾分
类主题班会。

记者在现场看到，老师和同学们
通过课件展示了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垃
圾，向同学们介绍了垃圾分类的标志，

例如可回收物、其他垃圾、厨余垃圾、
有害垃圾，并详细讲解怎样对垃圾进
行分类和垃圾分类的好处。班会还设
置了垃圾分类趣味知识竞答游戏环
节，同学们在欢声笑语中掌握了垃圾
分类的相关知识。

哈市推动垃圾分类

小手拉大手 家-校-社区齐步走

生活报记者证人员公示名单
依照《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现将2021年度生活报记者证申

领人员名单进行公示：
黄连成 刘庆忠 安刚 陈莹
举报电话：0451-53622128

生活报讯（记者于海霞）记者从
哈尔滨市香坊区园林局了解到，目
前，该区三沟慢道项目正在进行紧张
建设，连接南岗区和香坊区之间的马
家沟河畔步行慢道将于7月末竣工
投入使用。

近日，记者在东北林业大学附近

的马家沟河边看到，马家沟河观光栈
道建设工程已接近尾声。

据香坊区园林局工程科工作人
员介绍，这段栈道为钢架结构，宽3
米、长2.6公里，穿过林业大学、工业
大学的部分校区，也跨越南岗区与香
坊区。

马家沟河步行慢道香坊段马家沟河步行慢道香坊段
77月末投用月末投用

推进鹤岗、绥化机场
年内立项批复

安全应急常识在身边

冰城垃圾分类进行时

落实 条 稳经济 保预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