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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龙法拍卖有限责任公司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哈尔滨海关
委托，本公司定于2022年7月13日9时至2022年7月14日9时（延
时的除外）在京东网络拍卖平台（http://haiguan.jd.com）在线公开按
现状拍卖如下标的：

本次手表拍卖提货方式仅支持自提，特此提醒买受人注意。
本次拍卖共分四个专场举行，具体如下：
第一专场：共计366块（整体拍卖），包含欧米茄72块、浪琴48块、天

梭246块。起拍价：2,126,385.92元，竞买保证金300,000.00元。
第二专场：共计394块（整体拍卖），包含欧米茄73块、浪琴55块、天梭

247块、美度19块。起拍价：2,145,742.08元，竞买保证金300,000.00元。
第三专场：共计383块（整体拍卖），包含欧米茄74块；浪琴60块；天

梭249块。起拍价：2,242,351.36元，竞买保证金300,000.00元。
第四专场：共计382块（整体拍卖），包含欧米茄50块；浪琴60块；天

梭249块、帝舵5块、卡帝亚18块。起拍价：2,281,725.44 元，竞买保证金
300,000.00元。

展样时间：2022年7月11日至12日，每日9时至16时，请提前联系
拍卖公司预约（来看样人员需提供72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健康码
为绿码以及行程记录显示看样前14天之内无到过国内中高风险地区所
在城市）。

展样地点：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平房区渤海三路与青岛一路交叉
口北100米。

标的物以现状为准，拍卖人对其品质不作任何瑕疵担保，竞买者参
与竞拍，视为已对拍卖标的物的品质状况有充分了解，并愿承担相关责
任。移交时发生包装、搬运费用由买受人负责。

上述标的为海关依法罚没的涉案财物（不涉及海关依法罚没的侵
犯知识产权货物）。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凡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
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参加竞买，有意向竞买人须注册京东账号并通
过实名认证（已注册京东账号的通过实名认证即可），并在线支付相应
标的竞买保证金（因标的保证金数额较大，请竞买人先行在开户银行开
通网银大额支付功能），具体要求请阅读竞价页面内的《竞拍须知》及京
东网络拍卖平台告知的海关拍卖流程（拍卖前必看）的相关准则。

注：本次拍卖的手表移交方式为买受人自提，买受人应在支付全部
成交价款及佣金后于5个工作日完成提货，并履行完提货手续，提货地
点为标的物所在地（哈尔滨市南岗区红旗大街280号），请提前致电拍卖
机构确定提货时间。

黑龙江省龙法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电话：0451-82309564、13945692850，13904511163
海关监督电话：0451-82381460，13351205776

黑龙江省龙法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拍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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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
哈尔滨市香坊区悦哈尼文化艺术

培训学校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17
日 申 请 将 民 生 路 120 号 万 象 上 东
S6-16校区进行注销登记。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230110MA1CAPFF0J，办
学许可证号:123011070300159 号，地
址:民生路 120 号万象上东 S6-16,法
定代表:陈思瑾，电话:13936326261,业
务主管单位:哈尔滨市香坊区教育
局。请与学校存在债务债权的个人或
单位，与学校法人联系。特此公告。

公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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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动产权现受人公示如下:

本人毕国志为润和新城小区13栋1
单元 19楼 3 号房屋(建筑面积 90.22平
方米)的受让人，原房屋所有人已将该
房屋实际交付给本人，由本人实际占
有。本人已自愿作出承诺，现毕国志
以上述房屋所有权人的身份，申请办
理上述房屋《不动产权登记证书》手
续。

如对上述房屋所有权人存有异议
的，请在此公示发布之日起 15个工作
日内，向哈尔滨市松北区棚户区改造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哈尔滨市不动
产登记交易事务中心松北分中心提出
异议申请。

哈尔滨市松北区棚户区改造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地址:松北区龙川路
1682号;电话:84013325。

哈尔滨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事务中心
松北分中心地址:松北区松北一路 8
号;电话:85986619。

哈尔滨市松北区棚户区改造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

哈尔滨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事务中心
松北分中心

2022年7月5日

解除劳动关系公告
金钱波同志，任职于哈尔滨黎明

气体有限公司，收发员岗位，女性，出

生于 1972 年 6 月 9 日，于 2022 年 6 月 9
日已到达法定退休年龄，劳动合同自

然终止，特此公告

哈尔滨黎明气体有限公司

2022年7月5日

公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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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动产权现受人公示如下:

本人安正红为润和新城小区13栋1
单元 27 楼 03 号房屋(建筑面积 90.22
平方米)的受让人，原房屋所有人已将
该房屋实际交付给本人，由本人实际
占有。本人已自愿作出承诺，现安正
红以上述房屋所有权人的身份，申请
办理上述房屋《不动产权登记证书》手
续。

如对上述房屋所有权人存有异议
的，请在此公示发布之日起 15个工作
日内，向哈尔滨市松北区棚户区改造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哈尔滨市不动
产登记交易事务中心松北分中心提出
异议申请。

哈尔滨市松北区棚户区改造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地址:松北区龙川路
1682号;电话:84013325。

哈尔滨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事务中
心松北分中心地址:松北区松北一路8
号;电话:85986619。

哈尔滨市松北区棚户区改造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

哈尔滨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事务中
心松北分中心

2022年7月5日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
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法院通过网
络司法拍卖平台对被执行人邱洪波所
有的车辆进行拍卖。现将有关事宜公
告如下:拍卖标的:黑 AHC453 号兰德
酷路泽普拉多牌车辆;拍卖标的权属
所有人:邱洪波;网络服务提供者:淘宝
网; 联 系 人: 周 海 燕（ 联 系 电 话:
0451-58618310)。与本案拍卖财产有
关的担保物权人、优先权人自行浏览
淘宝网;优先购买权人届时未参加竞
买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其他参
加竞买的单位和个人需要了解上述拍
卖物的拍卖底价、拍卖时间、拍卖公告
刊登的报刊以及拍卖过程中拍卖物的
降价情况等有关事宜的，请自行浏览
淘宝网或与联系人联系。

2022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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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了解，夏季天气炎热，近
期哈市已有多人溺亡，其中以中
老年游泳爱好者和擅自下到危
险水域的青少年学生居多。

哈尔滨水警特别提醒：
第一、要树立安全意识，加

强自我保护，不走江边。
第二、回家时要结伴而行，

将学习的防溺水知识用于实际，
坚决杜绝溺水事件发生。

第三、从我做起，听从长辈
教导，严守学校纪律，坚决不私
自下江。

江上救护打捞队提醒：
1、千万不要到野外去野浴，

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去戏水。
2、如遇紧急情况第一时间

拨打110并呼救。
3、发生险情的时候，第一之

间收集身边可以使用的救援物
品，比如长棍、绳子、漂浮物等。

救援提醒：
岸上救援一定优于水中救

援；
使用工具救援一定优于徒

手救援；
团队救援一定优于单人救

援；
一定要记住，尽自己所能去

实施救援，不要发生二次意外。

陌生水域莫野浴 救援防止发生二次意外

哈尔滨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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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高温天沿江走访 水警、救护队讲解如何防溺水

4日上午，最高气温31℃，天气闷热，云
层很厚，几乎透不出太阳。记者从松花江南
岸道外十四道街到防洪纪念塔，沿途看到很
多钓鱼爱好者。其中，不乏有将台子搭在江
中钓鱼的市民。木质的架子在江水中用石
块压着，看着让人为垂钓者捏把汗。江里，
有百余游泳爱好者沿江零星分布，以防洪纪
念塔江边居多。

当天下午，记者再次随江上救护打捞队
负责人张洋、下江派出所负责人王世强、民
警杨嘉驹一起乘坐警用快艇巡视江上时发
现，从道外十四道街到公路大桥水域，沿江
岸边穿着游泳裤坐在岸边的游泳爱好者多
达数百人，中老年男性占绝大多数。其中，
老头湾、松花江公路大桥东西两侧、铁路水
源地、十四道街游泳人数最多。

高温天 野浴爱好者
如同“下饺子”

临近8月汛期，水流湍急、江上风浪打在快
艇上，打捞队郭师傅开船稳稳的，有时站起来巡
视江面有无危险。由于江上风大，打捞队的张洋
拿起扩音器对正在游泳的市民提醒：“空腹、酒
后、有基础疾病的一定不要下水，如果有险情及
时拨打报警电话，尽量避免徒手救援……”

记者注意到，江上有数十个黄色“跟屁虫”在
漂，“跟屁虫”的使用者多为60岁左右的男性游
泳爱好者，还有零星的女性游泳爱好者。民警告
诉记者：“所谓‘跟屁虫’，就是一种浮漂，还可以
储存衣物、食物等，体力不支也可以趴在上面恢
复体力，颜色也是十分醒目的黄色，如遇险情，方
便救援人员发现。”

带“跟屁虫”游泳 给安全上道锁

记者从江上救护打捞队了
解到，大桥附近，因有桥墩子，
打过桩，可能有坑和钢筋等危
险物，水情更为复杂。因此，建
议游泳爱好者们去正规的、有
救援措施的浴场游泳，如哈尔
滨公益沙滩浴场、上坞沙滩浴
场、太阳岛沙滩浴场等。

据介绍，今年自4月开江
以来，哈市公安局航运分局江
上救护打捞队已成功救援溺水
者12人。江上救护打捞队就
设在江边，完全免费并且是全
国唯一一个政府打捞队伍，快
艇出警保证了救援黄金时间，
还配备了专业的设备以及救援
人员。

这9处危险水域 多发溺水

这份江边危险水域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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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勒锦湿地

生活报4日讯（实习生孙静盈 记者栾德谦文/摄）暑期来临，天气炎热，又到了市民
游山玩水的时节。然而，这也是溺水事故高发的季节。近期，全国多地已发生多起溺水
事故。4日，记者实地走访松花江哈尔滨江段发现，江边游泳爱好者很多，多数都带着

“跟屁虫”游泳。江上救护打捞队提醒市民，千万不要到野外去野浴，不要到不熟悉的水
域去戏水。

老头湾

松花江公路大桥两侧

铁路水源地

十四道街

十八道街

阿勒锦湿地沿岸

太阳岛斜拉桥水域

阳明滩大桥附近水域

9处危险水域

2022·7·5 星期二 本版主编 郑璐 编辑 杨雨轩 版式 赵博

A05人物 18604505999新闻热线

生活报讯（见习记者刘维娜 记者李丹） 6月29日起，“天天正能量”联合本报在内
的一批重点合作媒体，正式启动2022届“正能量励志学子追梦计划”，在全国寻找100位
刚刚考上大学的励志学子，每人颁发一万元奖学金，助力他们更好地学习和生活。

一张55厘米乘40厘米、仅能放下一本书和一个本子的小木桌，是大庆林甸的林成
才从三年级开始使用的学习桌，它见证了林成才一路的刻苦求学路。父母靠辛苦劳作，
不但要供林成才上学，还要照顾他年迈的爷爷奶奶。看着辛劳的父母，林成才暗暗努力，
希望靠优异的成绩改变家里的环境。在今年的高考中，林成才取得了617分的成绩。近
日，记者走近了林成才身边。

上初中时，别人都在玩耍，林成才想
着家里辛劳的父母，独自一人在屋里或寝
室里学习，早上早起背知识点，晚上熬夜
整理错题，回顾一天所学的知识。终于，
功夫不负有心人，当年他以全县第六名的
成绩考进林甸一中。

林成才上高中后，妈妈就在学校附近
租了一个小房子陪他上学。“她和我说无
论家中有多贫困，一定把我供到大学。”林
成才告诉生活报记者：“我妈妈平时买菜
都是买打折菜或者菜市场处理了的，但给
我买的水果永远都是最好的。”林成才说，

妈妈穿的衣服很多都是亲戚给的；家里只
有一台大型电器就是冰箱；家里的地板革
也已经破裂……因此，他从不管家里要东
西。

“我用的笔和本大多数是我哥给的，
还有在学校获奖得到的。我最珍惜的就
是我哥给我的那本牛津字典，它已经陪了
我6年，初中高中都在用，当时家里还没有
智能手机，查单词很费劲。接过这本字典
时，我十分高兴，从那以后我查单词、语法
都用这本字典，我很感谢我哥。”林成才
说，至今这本字典都是他的宝贝。

以全县第六名成绩考入高中

进入高中后，林成才遇到了和他同样
爱学习的同桌。“我们俩做了两年多的同
桌，我喜欢学习数学、理科综合，而她喜欢
学习语文和英语。在这种情况下，我和她
商议互补学习，我帮她解答数学题，考她理
综的知识点，而她给我解答英语的语法，帮
我翻译句子、文言文，教我写作。”两人互相
协作，共同进步。

说起自己的学习小窍门，林成才总结
了三点：笔记、教材和错题。“笔记是复习时
的最好抓手，可以通过笔记上的知识点和

经典模型来掌握做题方法。教材是出题的
根本，很多人只顾学习书上的定理、公式，
而忽略了课后习题、课外知识等，我认为这
是不对的，教材至少要读三遍，把里面的所
有地方都看到，课后习题要精做，不能囫囵
吞枣。最后，错题更是不可忽略的，错过的
题很大可能还会出错，所以要整理错题。
当然，整理错题不是意味着错的题、不会的
题就全要重做，而是要整理那些自己能做
对，但很容易出错的题，每次考试前翻一
翻，下次就不会出错了。”

与同桌互相协作两个人共同进步
“红专并进，理实交融”

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校
训，而林成才的目标就是中
科大的计算机专业。“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非常重视理论和
实际并行。在我看来，理论
只有应用到实际中，才能体
现出理论的价值，这也是我
喜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原
因。”对于未来，林成才考虑
了很多。“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的计算机专业很好，而且就
专业的发展来看，计算机行
业需要大量人力；另一方面，
计算机专业前景和待遇很
好，我想挣更多的工资让爸
妈过上好日子。我希望通过
努力学习，成为一个对国家
和社会有用的人。”

中科大计算机专业
是他的目标

为了激励林成才，阿里巴巴
联合生活报为他颁发一万元正
能量励志学子追梦奖学金，帮助
他插上高飞的翅膀。颁奖词中
这样写道：从小生在农家，父母
脸上的汗水和泥泞，在他心里留
下深深烙印，也成为他不断超越
自我，勤奋苦学的不竭动力。功
夫不负有心人，傲人的高考成
绩，是他给父母，也是给自己最
好的回报。“既然无法选择出身，
那就用努力改变命运。”曙光已
在前方，我们也想用一份奖励，
助追梦路上的他一臂之力——
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正能量励
志学子追梦计划”决定联合生活
报为林成才颁发1万元“励志学
子追梦奖学金”。林成才，祝你
早日成材，未来的路还很长，请
继续努力，勇敢向前，命运自会
给你最好的安排。

本活动截止时间为2022年
8月31日，如果你身边有符合条
件的励志学子，或者你自己就是
追梦路上的学子，欢迎通过
17800590268 推荐或自荐；也
可以直接将推荐材料发送到“天
天正能量”官方邮箱：zheng-
nengliang@alibaba-inc.
com。

如果你想了解“正能量励志
学子追梦计划”更多详情，也可
关注“天天正能量”官方微博或
微信。

阿里联合本报
奖励万元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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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林成才出生在林甸县的一个
普通家庭里，父母靠种地和打工维持生计。

“我家只有四亩地，不但要养孩子，还有两个
老人要照顾。”林成才的母亲马彦玲告诉生
活报记者，家里耕地少、人口多，每年都入不
敷出。在林成才的记忆中，父母脸上总是挂
着汗和泥。“每天他们凌晨三四点就要到地
里干活，晚上八九点才能回来。看到他们脸
上、身上的泥土，我有时会流下泪水，我想父
母这么辛苦，我一定要做些什么。”从小，林
成才就会帮助父母做他力所能及的家务。

“一开始他就是扫扫地、擦擦桌子啥的，大点

了就学着做饭，后来还能帮我们洗衣服。”马
彦玲告诉记者，种地回来能吃到现成的饭
菜，是她最大的欣慰。

2015年，林成才家又遭遇了打击。“那
年雨下得很大，玉米长得很不好，最后可谓
颗粒无收。”当时母亲哭红的双眼，让年幼
的林成才再次感受到了压力。“那年我家欠
了很多债，我妈也因为长时间的劳动，不能
干重活儿了，重活儿累活儿都是我爸做，农
忙过后能瘦几十斤。我当时就在心里想，
一定好好学习，靠我的努力改变家里的情
况。”

让农忙的父母回家吃上可口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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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林甸自强学子林成才

55厘米长小木桌见证求学路
哥哥送的字典用了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