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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年纪的人由于骨滑液较少，骨
密度低，骨骼之间摩擦加重，钙流失，骨
骼变得更脆弱！氨基酸葡萄糖钙骨素
被誉为骨骼的重要粮食和修复师，补充
有利于增加骨密度，养护骨关节。

目前，在全国各地开展的“保护骨
关节”活动，得到读者的强烈欢迎。现
此项救助活动在我省正式启动，高含量
氨基酸葡萄糖钙骨素，原价 1106 元七
盒，补贴后仅需239元七盒。高纯片剂，
含量高，吸收好。

本次申购活动骨关节不适人群优
先申购（退行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
出症、颈腰椎病、骨质增生、肩周炎、
风湿关节炎等）。全省仅限 100 份，购
完即止。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请仔细阅读
说明书，并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广告

本报指定药店地址：南岗区通达街151号与清明四道街交口

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抢订
热线 0451-57781700

骨骼的粮食：来电申领
中老年人缺钙、骨密度低、上楼梯腿部骨骼酸痛不适……
您的福利来了!氨基酸葡萄糖钙骨素来帮您

出厂价 来电申领
原价184元/盒（60片）

本次申领：239元（七盒七盒））

相当于2.2 折！

家住牡丹江的赵女士介绍，
2017年的一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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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找她父亲，把她吓了
一跳，因为她父亲已经去世6年了。

据介绍，赵女士的父亲赵作诠
1930年出生，曾是牡丹江电线厂
干部，2011年去世注销户口后火
化下葬。省公安厅的工作人员来
电时，又询问这六年她家是否领取
了赵作诠的工资，赵女士回答没有
领取其父的工资。第二天，赵女士
又接到牡丹江爱民区大庆派出所
的电话，也问她是否领取了其父的
工资，并让她到派出所重新注销已
经死亡6年的父亲的户口。

老人去世6年
警方打来询问电话

赵女士说，2011年父亲去世
后，家人很快就把丧事办了，单位
的丧葬费是正常领取的，而且在火
葬场进行的火化，家人和亲朋好友
参加丧事的人不少，不存在家属故
意不注销的可能，“而且注销户口
是火化之前的一道手续，没有这道
手续就不能进行火化。”

赵女士说，2017年她去派出
所重新注销户口时，询问工作人员
2011年户口为什么没有注销成
功，公安机关的工作人员答复“有
可能是没注上。”“怎么能没注上
呢？人都火化了，戳也卡上了。”赵
女士不解地表示。

“不注销也不
让火化啊？”

随后，赵女士向生活报记者出
示了她为死者办理的两份注销户
口的手续。记者注意到，第一个手
续是老人的户口，登记页上盖着注
销章、具体进行操作的户籍民警名
章，标注的注销日期为2011年4
月11日。

第二份注销证明是在6年之
后，这份户籍注销证明上显示的注
销日期为2017年8月25日，死亡
日期也是2011年4月10日，死者
其他身份信息都一样。

家属出示
两份注销手续

赵女士说，2011年5月，她要把
父亲生前的房产过户到自己名下，几
次来到房产交易中心咨询时都被
拒。“对方让老人过来，我说去世了，
工作人员把身份证号输入系统查询
说，系统显示人还在。”赵女士说不能
啊，户口都注销了。对方说应该以系
统登记为准，要不她先公证吧。

赵女士找到当年办理户口注销的
牡丹江市公安局爱民分局大庆派出
所，当时范警官处理此事，他的答复
是，“你家老人的户口已经注销了，不
用开注销证明，用户口就好使。”“我在
房产和派出所之间走了几个来回，那

时候公证处要死亡证明，但证明找不
到了，注销的事也没整明白。我想我
是独生女，房产早晚都是我继承，所以
我就没再办这个事。”赵女士说。

后来，2011年，她家这一片区征
收，因为房子在老人名下，赵女士一
家就没交房，错过了这次拆迁，征收
项目持续两年就停了，赵女士家错失
了一次动迁改善居住条件的机会。

又过了5年，赵女士家打算再去
办理房产继承，还是出了许多插曲，
尽管现在注销已不是影响继承房产
的主因，但是对于当年没注销顺利过
户的问题，她难以释怀。

注销问题给家属带来困扰

赵女士说，当年最了解情况的是
大庆派出所的管片儿民警范警官，但
是他去世了，想把事情搞清楚就更难
了。

15日，生活报记者通过电话向现
任的张警官进行咨询。他表示，此前
的事情他不了解，但赵女士说的先注
销再火化的程序是对的，至于为什么

注销后却显示没注销，需进行第二次
注销，他以前没听说过类似的事，也说
不清楚原因。大庆派出所的负责人建
议生活报记者联系牡丹江市公安局。

16日，生活报记者找到牡丹江市
公安局，提交相关证据后，相关负责人
非常重视，承诺联系爱民分局找到当
年经办的内勤民警了解情况。

牡丹江市公安局介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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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智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智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智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智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智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智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智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智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智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智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智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智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智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智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智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智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智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智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智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智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智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智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智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智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智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智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智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智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智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智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智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主营项目:财税筹划（应

对金税四期，提供专业的税
务筹划），代理记账，高新企
业申请，企业注册（医疗器械
优惠），工商服务。

联系电话：王经理

13101500809

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
刊登
电话13796106320

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
承揽：轻辅、整装、单项、木

工、油工、水电工、瓦工。
承接：铜门、不锈钢门、氟碳

门、感应门、旋转门、高间隔断、
玻璃隔断、铁艺、牌匾、卷帘门、
批发各种规格不锈钢板、管材、
配件。

哈 尔 滨 市 区 内 可
免费上门测量！

欢迎致电

18249724111
13613643307

金福来全屋定制金福来全屋定制金福来全屋定制金福来全屋定制金福来全屋定制金福来全屋定制金福来全屋定制金福来全屋定制金福来全屋定制金福来全屋定制金福来全屋定制金福来全屋定制金福来全屋定制金福来全屋定制金福来全屋定制金福来全屋定制金福来全屋定制金福来全屋定制金福来全屋定制金福来全屋定制金福来全屋定制金福来全屋定制金福来全屋定制金福来全屋定制金福来全屋定制金福来全屋定制金福来全屋定制金福来全屋定制金福来全屋定制金福来全屋定制金福来全屋定制
家装工装一体化家装工装一体化家装工装一体化家装工装一体化家装工装一体化家装工装一体化家装工装一体化家装工装一体化家装工装一体化家装工装一体化家装工装一体化家装工装一体化家装工装一体化家装工装一体化家装工装一体化家装工装一体化家装工装一体化家装工装一体化家装工装一体化家装工装一体化家装工装一体化家装工装一体化家装工装一体化家装工装一体化家装工装一体化家装工装一体化家装工装一体化家装工装一体化家装工装一体化家装工装一体化家装工装一体化

承接家庭装修、办公场所
装修；家装、工装整屋家具定
制；承接同行二手单柜体定制；
工厂一站式服务→设计→加工
→安装。

橱柜门、衣柜柜门定制加工
（种类有PVC吸塑、PET、高光纳
米板材等）；免漆板材加工定制柜
体（材料与环保等级自选）。

工厂设有样板展厅，欢迎参
观选购。

定 制 热 线
18904515815
15846048899
工厂地址：哈尔滨市南岗

区王岗镇哈双公路 592 号，金
福来家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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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片、彩页、印刷
免费设计、免费发货

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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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征婚(拒绝婚介)
本人1955年出生(男)、离异、身高1.76

米、学历大专、企业退休干部、有房、有车、生
活无忧，独居身体健康、性格开朗、爱好广泛
(健身，台球，乒乓球)为人耿直、人品正、善
解人意，想找一位60岁左右，身高1.6米以
上，健康性格开朗大放贤惠，知书达理，形象
好、有一定气质、有业余爱好、会生活的女士
为终身伴侣、让我们快乐生活每一天，共同
携 手 度 过 幸 福 晚 年 时 光 、联 系 电 话
15245054370，每晚6点以后通话。

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 婚婚婚婚婚婚婚婚婚婚婚婚婚婚婚婚婚婚婚婚婚婚婚婚婚婚婚婚婚婚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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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缝刊登的信息不作为双方交易的法律依据，交易时
请认真核实相关证照，谨慎付款，自行承担法律责任。★

13796106320

搬家专栏搬家专栏搬家专栏搬家专栏搬家专栏搬家专栏搬家专栏搬家专栏搬家专栏搬家专栏搬家专栏搬家专栏搬家专栏搬家专栏搬家专栏搬家专栏搬家专栏搬家专栏搬家专栏搬家专栏搬家专栏搬家专栏搬家专栏搬家专栏搬家专栏搬家专栏搬家专栏搬家专栏搬家专栏搬家专栏搬家专栏

退伍老兵搬家
退伍老兵，真诚为您服务

十五年老兵、居民、企业、长途搬家、专业正规
0451-87696984道里道外

群力江北
南岗哈西

15245102858
15245156662

搬家刊登电话

校园文化是学校的气质和内涵，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是学校实现“内涵式发展，品质化提升”的客观要求与迫切任
务。哈尔滨市复华小学校多年来一直秉承“一校两地，统一管理”的原则，南岗校区打造“科技复华”，林大校区发展

“生态复华”的校园文化。建设富有地域特色，彰显教师个性，体现“复华”内涵的校园文化。

让科技走进生活 让生机充满校园
复华小学——孩子成长的学园，乐园，智园

复华小学校作为首批哈尔滨市
科普示范学校、首批哈尔滨市中小
学校航天创新人才培养联盟学校成
员单位，通过与优秀科普人员零距
离接触，感受科技的魅力。同时，校
内积极组织多种活动为同学们搭建
展示平台，拓宽同学们的视野。

“复华科技周”作为复华小学
传统活动，一直强化把科学普及放

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位置，为培
养青少年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助
力，激发学生们从小爱科学、学科
学、用科学的热情，在每年的科技
活动周期间，科普活动“异彩纷
呈”。丰富多彩的“科创”体验，使
孩子们爱上探索，并在国家、省、
市、区各级科技竞赛中崭露头角，
荣获上百项荣誉。

栽一棵山丁子树，让学生走进巴金笔
下的“鸟的天堂”，搭一个黄瓜架，让学生
发现三角形稳定性。走进复华小学林大校
区，你会发现校园的树丛里、花坛间，时常
有教师在这里为学生上课。这里的每一个
角落都是课本中的童话世界，在课堂上，有
许多的植物和场景是小学生无法直观理解
的。复华小学就按照课本内容种植了一些
草木，根据课本内容布置了很多场景。学
生在这样的场景里上课，教师不需要做过
多的讲解，学生们便轻松理解，并留存在了
记忆深处。

校园里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发挥教
育功效，这就是复华小学课程化生态校园
的内涵，以生态教育为理念，通过劳动教

育打造课程基地的形式，把课堂搬到大自
然，把课本上的知识运用到生态学堂、种
植基地、小花园、石头长廊等多个课程基
地，成为学生玩中学、学中用的新课堂。

校园文化是一种理念，一种态度，更
是一种文化传承。作为具有近百年历史
的学校，复华小学一定会在厚重的文化
底蕴中熠熠生辉！

科技复华——领略“互联网+智慧”

生态复华——涵养绿色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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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工程大学新增13个国家
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哈工程13个专业获批国家级一流本
科专业建设点，至此，学校共有33个国家
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哈尔滨商业大学新增11个一流
本科专业建设点

哈尔滨商业大学新增4个国家级一流
本科专业建设点，7个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
设点。教育部自2019年启动为期3年的一
流本科专业建设“双万计划”以来，哈商大共
获批国家级、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27
个，其中，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15

个，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12个。

东北林业大学新增19个一流本
科专业建设点

东北林业大学有7个专业获批国家
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12个专业获批
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入选国家级
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的有：英语、机械电
子工程、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化学
工程与工艺、轻化工程、交通运输、物流工
程。此外，还有12个本科专业入选省级
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分别是：俄语、广告
学、工业设计、汽车服务工程、电子信息工
程、通信工程、软件工程、城乡规划、动物
医学、工商管理、工业工程、环境设计。至

此，东北林业大学共获批国家级一流本科
专业建设点26个、省级25个，除近几年
新建和停招专业外，全校一流本科专业建
设点覆盖率达83%，实现学院全覆盖。

黑龙江大学新增15个一流本科
专业建设点

黑龙江大学在2021年度一流本科专
业建设点评选中，共有7个专业入选国家
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8个专业入选省
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截至目前，黑龙
江大学共申获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
点33个，位列省属高校第一，入选国家级
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数量连续3年位居
省属高校第一位。

生活报讯（记者吕晓艳）16日，生活报记者从
省招生考试院获悉，为使广大考生熟悉我省高考网
上填报志愿系统，该院定于6月18日-20日（每日
系统开放时间为9:00-16:30）开通“2022年黑龙
江省普通高校招生网上填报志愿系统（模拟版）”。

具体流程及说明如下：
1.登录黑龙江招生考试信息港（https：//

www.lzk.hl.cn），进入“网报中心”，选择“2022年
黑龙江省高考网上填报志愿入口（模拟版）”，进入
填报志愿系统。

2.认真阅读《考生必读（模拟板）》，凭准考证
号、初始密码（身份证号后六位数字或字母）、验证
码登录网上填报志愿页面，进行志愿模拟填报。

3.通过页面的“计划查询”功能，查询可以模拟
填报的招生院校及专业（招生计划非2022年正式
招生计划）。

4. 本次模拟填报的志愿和修改的密码仅作模
拟使用，与正式填报无关。

5.模拟填报志愿期间, 该院提供网报技术支
持，电话：0451-82376072，0451-82376270。

我省明日开始 模拟填报高考志愿
生 活 报 讯（记 者吕晓

艳）16日，生活报记者从省
招生考试院获悉，2022年中
国消防救援学院在黑龙江省
计划招生54名，其中消防救
援方向14人、森林消防方向
40 人（含 6 名航空专业计
划）。

中国消防救援学院招生
录取安排在本科提前批次进

行。未被录取的考生，不影
响其在后续批次被其他高校
录取。拟报考中国消防救援
学院的考生，须参加黑龙江
省消防员招录工作办公室组
织的政治考核、体格检查、心
理测试和面试，且结论均为
合格。政治考核时间为6月
25日至 30日，现场确认报
名：7月1日13:30-17:00。

今年中国消防救援学院
在我省计划招54人

生活报讯（实习生郭佳鑫 记
者吕晓艳）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公
布2021年度国家级和省级一流本
科专业建设点名单，我省多所高校
专业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
设点，其中，哈尔滨工程大学新增
13个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
点，哈尔滨商业大学新增4个国家
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7个省级
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东北林业大
学新增7个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
建设点，12个省级一流本科专业
建设点；黑龙江大学新增7个国家
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8个省级
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我省多所高校专业入选
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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