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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拟对好商品、部分展会、服
装行业广告优势代理权公开招标，诚邀
有资质、有实力，愿与生活报真诚合作，
共同发展的广告公司积极参与。

获取招标文件时间：
7月18日、19日、20日
每天9：00—16：00

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7月21日15：00
招标时间：7月22日9：30
招标地点：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1

号生活报社
咨询电话：13613662869

生活报经营管理办公室
2022年7月18日

生活报招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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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
电话13796106320

● 出生编号：无，姓名：
曹蕊，性别：女，出生日期：
1996 年 4 月 4 日，出生医院：
哈尔滨市红十字中心医院，
声明出生医学证明原件作
废。

● 陈晓刚遗失军官证，
证号：军字第 1179928，声明
作废。

● 哈尔滨创信网络科技
有 限 公 司（ 注 册 号 ：
91230112MA1AUY6D97) 不
慎遗失公章，特此声明作废。

● 哈尔滨市香坊区轴承
农场宿舍 13 栋 3 号，声明作
废。

● 哈尔滨市南岗区领航
高等教育考前辅导学校，不
慎将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
书副本丢失，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522301037750378291，
发证机关：哈尔滨市南岗区
民政局 ，特此声明作废。

● 哈尔滨市南岗区领航
高等教育考前辅导学校，不
慎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
校办学许可证副本丢失，编
号：123010371000090，发证
机关：哈尔滨市南岗区教育
局。特此声明作废。

● 母亲席欢欢，身份证
号：230125198508051020，父
亲 郭 立 东 ，身 份 证 号 ：
230125198209251073，姓名：
郭子怡，2015年11月16日出
生于哈尔滨市道外区太平人
民医院，不慎将出生医学证
明 丢 失 ，出 生 证 明 编 号 ：
P230022767，声明作废。

● 哈尔滨鑫鸿宇商贸有
限公司不慎将公章丢失，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230108MA1B1WXQ4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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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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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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51-87696984道里道外

群力江北
南岗哈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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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奖公告

“今冬屋子更暖和！”今年是哈市供
热老旧管网改造的第三年，年底完工后，
哈尔滨也将基本告别供热中腐蚀、老化
的管网管线，而随着供热管网的改善，哈
市供热质量和稳定性也将有所提升。

哈尔滨市主城区是道里、道外、南岗、
香坊、平房、松北六个城区，供热面积
32913.8万平方米，哈投集团供热板块供
热面积13496.13万平方米，占主城区供热
面积的41%。而近两年结合对供热管道
老化问题严重的小区进行管网改造升级，
华能也切实解决了百姓的供热问题。

在道里区经纬十二道街18号时代家
园小区，因所处供热末端，用户家中室内
温度始终不高，经过管线改造，更换
DN80管线10米及两个阀门，冬季家中温
度提升了。“室内温度都二十多摄氏度了，
暖和了。”提到去年管线更换后的供暖情
况，家住时代家园的李春玲一再点赞。

华能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其管辖

区域内供热管区内多为老旧小区，存在
供热管网使用年限过久，管道老化，经常
出现跑、冒、滴、漏问题，造成居民家中供
热不好的情况。根据实际排查，为进一
步提升供热质量，该公司提早谋划，抢前
抓早，制定整改方案，将老旧管网改造列
为夏季重点改造项目。对康健小区2号
楼、松苍街4单元实施了改造工程，累计
敷设立杠300米室内ppr管材2900余
米，通过去年的测量，70余户用户家室内
温度明显提升。

“因建设年代久远，哈市一些老旧供
暖管道及管网普遍存在管道腐蚀、老化
严重等问题，在运行中不仅浪费了大量
能源，而且极易发生供热事故，影响市民
的供热质量。”哈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供热管网的更新改造完成后，供热状
况肯定会有所改善，保障了供热运行的
安全，同时也将对供热质量有所提升，室
内的温度也必然会提高了。

告别老化管网 今冬屋子更暖

生活报讯（记者张立 仲亮）为促进哈市房地
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加快促进惠企、惠民政策的
实施，哈市将于7月22日至7月31日，举办以“爱
冰城 惠到家”为主题的哈尔滨第44届商品房展
销会暨第25届二手房交易大会。

本次展会将采取线下、线上办展的方式举
行。线下房展会定于7月22日-31日在哈尔滨
国际会展中心A馆举行；线上房展会定于8月15
日-9月 30日在悦居网（www.househrb.com）
举行。参展范围为全市九区已取得商品房预售许
可证的新建商品住房项目和二手住房。

哈尔滨商品房展销会
暨二手房交易大会
22日启幕

文/摄 生活报记者 张立仲亮
7月中旬，哈尔滨进入数伏天，哈市冬季供热老旧管网改造开始施工，今年是

供热老旧管网改造三年行动的最后一年，这标志着今年完工后哈尔滨将基本告
别腐蚀、老化的供热管网，供热管网的安全性及供热质量都将有所提升。19日，
记者对哈市供热老旧管网施工情况进行了现场采访，今冬市民屋子将更热乎。

现场测量、设计图纸……民生尚
都小区供热管线改造工程已经提上日
程，作为辖区供热单位，道里区龙唐群
力供热分公司早在年初就开始做改造
的准备，日前哈尔滨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已经批准建设。“管网改造后，小
区供热质量会得到改善。”工作人员表
示，今年该公司将实施10座换热站、
194栋楼、475个单元，共计约7公里
（管沟）二级网更换，预计整个工程将
在9月竣工。

道外区东铁花园居民孙建国，这
几天一直关注着自家小区供热管网改
造的事。“已经启动了，规划出来了，很
快就正式施工了。”孙建国告诉记者，
去年冬季他去小区换热站看过，供热
温度挺高，可到了居民家里就不怎么

热乎。“十几年了，供热管线老化肯定
影响供热质量，这回小区供热一级网
全部更新，相信今冬屋子该暖起来
了。随后，记者从哈尔滨太平供热有
限公司了解到，企业自筹部分资金，今
年夏季启动辖区最后老旧管网的改
造，除了东铁花园一级网更新外，还对
宏伟路、三机小区新区老区、太平小
区、维也纳5栋楼等处供热管线进行
更新。截至年底，辖区内的老旧管网
基本改造完成。

记者从哈尔滨市住建局获悉，“冬
病夏治”，结合供热的施工特点，进入
数伏天，哈尔滨供热老旧管网工程开
始启动，道里、南岗、道外、香坊、松北
等多个区已经发布招标文件，将陆续
开始施工。

多区供热老旧管网改造开始启动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从2020年
起，我省启动实施了全省城镇供热老
旧管网改造三年行动，省级财政连续
两年安排一般债券资金共计40多亿
元，专项用于供热老旧管网改造，支持
力度前所未有。今年则是改造三年行
动的最后一年，我省计划完成供热老
旧管网改造1000公里，年底将全面完
成改造任务。

“按照省里的部署，哈尔滨从
2020年启动供热老旧管网的改造，改

造最后150公里的供热老旧管网，涉
及9个区，届时到年底将基本完成城
区的老旧管网全部更新换代。”哈尔滨
住建局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说，根据实
际情况，今年哈市将因地制宜推进一
级管网、二级管网和分户供热管网改
造次序。该部门1月初就着手准备，
设立绿色通道，开展并联审批，全力推
进供热老旧管网改造，确保完成全省
供热老旧管网改造的目标任务，解决
好事关老百姓的民生事。

年底将基本完成城区老旧管网改造

哈尔滨供热老旧管网改造开工啦

今年实施最后 150公里工程
城区改造基本完成 市民屋子将更暖

生活报讯（记者于海霞）7月
17日，省水利厅、省应急厅、省气象
局召开水旱灾害防御会商，进一步
分析研判我省“七下八上”防汛关键
期洪旱形势，有针对性地研究部署
主汛期防范应对工作。

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主汛期
意识，始终保持如履薄冰的警惕，从
严从紧抓好监测预报预警、隐患排
查整治、人员转移避险、应急抢险救
灾等各项防汛措施落实，确保每一
个环节都不能失误，每一个关口都
不能失守，真正以“万无一失”杜绝

“一失万无”。

会议指出，入汛以来我省降雨
普遍偏多，且强对流天气多发频发，
目前4条大江大河、18条中等河流
中大部分河流底水普遍偏高，黑龙
江上游正在发生超警洪水，第二松
花江吉林段境内降水明显偏多。预
计未来10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阵
雨或雷阵雨，降雨同时部分地区伴
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
对流天气，全省防汛形势愈发复杂
和严峻。

会议强调，五大连池市突发山
洪灾害造成人员伤亡为做好“七下八
上”防汛工作敲响了警钟，各地各部

门要坚决克服盲目乐观和松懈思想，
清醒认识当前防汛抗旱形势的复杂
性严峻性；要紧盯山洪易发区、中小
水库等关键部位，重点做好灾害性天
气监测预报预警，严密防范每一次强
降雨天气，全力做好水库安全度汛工
作；要落实落细各项防范措施，全力
抓好当前黑龙江干流上游洪水防御、
中小河流洪水防范，做好黑龙江、松
花江、嫩江区域性暴雨洪水防御准
备；要时刻保持主汛期工作状态，加
强应急值班值守和重要信息报送，提
供抗洪抢险技术支撑，全力打好打赢
防汛抗旱这场硬仗。

预计未来10天大部还有雨

我省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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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记者吕晓艳）记者从哈
市教育局获悉，7月20-22日，哈市将完
成公办小学录取确认工作，并陆续发放
公办小学入学告知信息。8月2-5日将
完成公办初中录取确认（含完成小学升
对口初中学生信息导入和补充），并陆
续发放公办初中入学告知信息。哈尔

滨全市8月27-28日新生统一分班和
抽签确认班主任及任课教师。

据悉，哈市所有小学、初中继续采
用“两先、一抽、不调”的办法分班。继
续通过电脑随机方式均衡分班，继续通
过抽签方式确定班主任和任课教师组
合。班级和教师组合一经确定，不得调

换。
小学、初中标准班额分别不超过45

人、50人。原则上义务教育学校在校生
不超过2000人、九年一贯制学校在校
生不超过2500人。区、县（市）教育局
要加强对学龄人口变化的预测分析，从
生源规模实际出发，及时新建、扩建、改

建学校，确保义务教育阶段刚性学位需
求的供给。小学、初中起始年级必须按
照国家规定班额标准编班，严禁出现新
的超标准班额、大班额。要通过建立学
校联盟、集团化办学、控制起始年级班
级数和招生数等措施，确保按时限消除
大校额。

8月27-28日

哈尔滨小初中新生统一分班

生活报讯（记者吕晓艳）记者从
省教育厅获悉，近日，黑龙江省教育厅、
黑龙江省财政厅联合下发了《关于做好
2022-2023学年银龄讲学计划讲学教
师招募工作的通知》，今年我省招募40
名银龄讲学教师。

据悉，申请银龄讲学计划的需为退
休教师，本省、外省均可，以校长、教研

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年龄一般
在65（含）岁以下，政治可靠、师德高
尚、爱岗敬业、业务精良；身体健康、甘
于奉献、不怕吃苦、作风扎实；教育教学
经验丰富。讲学教师原则上应具有中
级及以上教师职称，以高级教师为主。
原单位返聘退休教师工作不列入银龄
讲学计划。

我省招募40名退休讲学教师

19 日，省志愿服
务联合会举行了“助
力志愿，爱心有我，为
志愿者保驾护航”爱
心捐助启动仪式。现
场，爱心企业代表为
全省志愿者提供价值
50 万元的岗位培训
资源。
生活报记者 李丹 摄

生活报讯（记者李丹）
近期，哈市城市管理局组织
各区城管执法部门开展废品
收购站排查整治，对辖区内
废品收购站进行全覆盖摸
排，实行台账式管理，对账整
改，打勾销账。日前，东直
路、化工路交口的一处院内
的违规废品收购站被执法队
员取缔，当场清理50多吨废
品。

清理50吨废品

生活报讯（记者王秋实）近日，在
哈医大一院，李晶洁教授带领电生理
团队完成东北三省首例阵发性房颤脉
冲场消融（PFA）手术。

63岁和68岁的两名女士都是阵
发性房颤病人，这样的病痛给两名女
士的日常生活带来很大困扰。来到哈
医大一院后，专家们经反复讨论，决定
为 2 人实施局麻下房颤 PFA 治疗。

“PFA治疗是阵发性房颤脉冲场消融
手术，采用脉冲场消融术治疗房颤是
利用高电压脉冲电场选择性破坏心肌
细胞，不损害毗邻组织，安全性好，并
发症少，且脉冲消融速度快，常以微秒
为单位甚至更小，大大缩短手术时

间。”李晶洁介绍。
6月17日，李晶洁率领团队实施

经导管心脏脉冲场消融治疗术。首位
患者消融放电总时长1分17秒，第二
位患者消融放电总时长1分30秒。术
中可见放电后肺静脉电位即刻消失，
女子无明显痛感。第二天，两名女士
出院。

“心内科电生理团队成功运用具
备国际先进水平的房颤脉冲场消融技
术，同时为两位阵发性房颤患者成功
进行手术，成为东北三省首家应用该
项技术的医院，希望这项创新技术和
疗法可以快速推广和普及，为更多患
者带来临床获益。”李悦教授说。

哈医大一院

新技术让“失控”的心静下来

生活报讯（刘锐 陈阳 记者王秋
实）近日，黑龙江省医学会肝胆胰肿瘤
专业委员会学术会议暨加速康复外科
（ERAS）护理学组成立大会在哈举行。

据悉，加速康复外科是指采用有
循证医学证据的围手术期处理的一系
列优化措施，减少手术病人的生理及
心理的创伤应激，使患者达到快速康
复。ERAS是采用一系列术前、术中、
术后措施综合应用下产生最佳治疗结
果。

护理学组的成立旨在促进多学科
合作的同时，积极发挥护理领域在

ERAS实施中的优势，为临床一线护理
人员提供接受新理念、新技术的契机和
平台，助力ERAS循证护理的实践与成
果转化，最终提高护理质量，有利于患
者快速平稳康复。

黑龙江省医学会肝胆胰肿瘤专业
委员会ERAS护理学组的成立，为全省
乃至全国相关领域专家搭建了学术交
流平台，通过分享和交流多年的临床经
验和学术成果，定将为全省各地、各基
层医疗单位肝胆胰肿瘤治疗提供借鉴，
并推动我省肝胆胰肿瘤诊治水平的不
断前进。

更快更好康复！

加速康复外科护理学组
成立大会在哈召开

生活报讯（高军震 周芷含 记者周琳）一
肩高、一肩低，14岁女孩小佳最近出现高低肩
还经常喊脖子后背酸痛，同时还有驼背的情
况。担心会影响孩子骨骼和体态发育，家人带
她来到哈市第五医院，诊断为功能性驼背。

从上小学起，小佳有时就会趴桌子听课、
写作业，觉得孩子学习太累，而且这种情况也
不经常出现，家人便没太当回事。渐渐地，家
人发现小佳的不良坐姿越发频繁，姿势也变得
越来越奇怪，经常会身体侧弯趴桌写字。“有时
候写作业身体扭得像麻花。”家人表示，孩子经
常低头看书，眼睛离纸面半尺都不到。面对如
此发展，家人经常提醒并矫正小佳的姿势。但
孩子总是学着学着姿势又变了回去。直至最
近，小佳的身体开始出现不适感。

“最近总喊后背和脖子酸痛，一摸还挺僵
硬。”家人说。经查，小佳是由于长时间坐立后
疲累导致功能性驼背、高低肩，以及轻微脊柱
侧弯。随后，医生以定期训练矫正、使用坐姿
矫正器作为小佳的治疗方案。

“暑假开始，门诊经常接收11～20岁的患
者，其中以驼背患者居多，部分孩子还因长期不
良坐姿患有颈椎病。”为避免因姿势不良影响骨
骼生长发育、威胁脊柱健康，医生樊忠新建议，
可以让孩子靠墙站直10分钟，上下午各一次。
每天向各个方向拉伸肩背部肌肉，舒缓颈肩腰
背的酸胀疲劳；用热水冲洗背部，加强血液循
环。同时增加户外活动，避免长时间缺乏运动，
久坐等不良生活习惯带来的驼背隐患。

脊柱外科医生表
示，6～12岁是孩子身
体发育的关键时期，也
是孩子们长时间坐在书
桌前的阶段。而长期坐
姿不良很容易导致脊柱
侧弯、变形，甚至可能发
生骨盆倾斜、胸廓发育
不良。孩子普遍都会长
期处于驼背样的“虾米
式”坐姿，这会加重颈椎
和腰椎负担，脊柱前后
受力不均便会代偿性地
引起脊柱前后肌群力学
不平衡，对脊柱产生不
良影响。保持腰背挺直
的坐姿才能保障脊柱健
康。

长期不良坐姿

14岁女孩高低肩
写作业总颈背酸痛
诊断为功能性驼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