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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王贵富，公民身份证号:
230104197005163737，现为道外区松
浦镇东方红村前曹家屯(农村居民新
（翻）建房用地批准通知书：哈土管（）
字第 号房屋受让人,原房屋所有人刘
贵春于 2003年 9 月 23 日已将该房屋
实际交付本人，由本人实际占有。

本人自愿承诺，原房主刘贵春及
家人联系不上，该房屋已为本人所
有，产权无争议，如本人承诺与事实
不符，因该房屋产权发生任何纠纷由
本人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如有异议，请自本公告之日起十
五个工作日内，将异议书面材料送达
哈尔滨市松北区松浦街道办事处。

公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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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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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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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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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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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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搬家刊登电话

军人素质，真诚服务，七折优惠，全市各区均可发车
退役军人搬家
18745057660
18845765103

13796061208

喜运来搬家
24小时客服17614664248

居民 公企大学生搬家 专业拆装家具 钢琴长途运输

全市各区就近发车

搬家多年诚信为准 军人服务

关注“哈尔滨数字城管公共服务
平台”微信公众号，打开右下方“城管
业务”、点击“随手拍”端口，按照页面
提示，投诉举报相关问题。

投诉专线
0451-85996510

投
诉
渠
道

生活报讯（帮办记者于海霞）“多
谢爱心人士和好心人的帮忙，这两年靠
卖鸡的钱供孙女读书，今年我家的鸡又
卖不出去了。”时隔两年，近日，家住哈
市道外区巨源镇的陈大娘再次打来求
助电话，希望爱心人士帮忙购买她家饲
养的三黄鸡。

几年前，陈大娘的妹妹打来求助电
话，希望爱心人士帮忙购买姐姐家饲养
的三黄鸡，姐姐叫陈凤芝，已经70多岁
了，姐夫已因病去世，年迈的她腿脚不
好，只能靠亲友和邻里帮忙种点口粮田
维持生活。和老人一起生活的儿子出

去打工时摔坏了身体，常年靠吃止痛药
撑着。唯一的孙女小雨成绩优异，在道
外区读高中，明年将参加高考。为了供
小雨读书，陈大娘一家接受了哈尔滨市
慈益公益志愿服务中心的帮扶，养起了
三黄鸡，卖鸡的所有收入都留作小雨的
学习和生活费用。经本报报道后，陈大
娘养的三黄鸡顷刻售出。

陈大娘今年饲养了78只三黄鸡，
现已由哈尔滨慈益公益志愿服务中心
的志愿者们采购20余只，眼下还有50
多只没有着落。

据负责帮扶陈大娘一家的慈益公

益志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李丹介绍，今
年的三黄鸡每只有六斤左右，售价仍旧
是150元一只，希望爱心人士能伸出援
助之手，帮助陈大娘一起让孙女完成学
业。

李丹说，天冷了，孩子要添置过冬
的衣物，希望好心人能献出爱心，买一
只不少，买两只也可以。为了帮助陈大
娘一家，志愿者会在中秋前去陈大娘家
帮忙宰杀，把三黄鸡处理干净后当天送
到您的手中。有意购买大娘三黄鸡的
爱心人士可以拨打卖鸡公益电话：
15645081111。

给孙女攒学费 陈大娘养的三黄鸡 爱心人士来一只吧

生活报讯（首席帮办记者
李丹文/摄）6日，哈市市民王先
生反映，平房区哈南第二大道与
建安四道街交口，有干柴枝草堆
积，希望相关部门能及时清理。

当日，记者和哈市城管局
工作人员一起来到现场看到，
确实有许多枯枝堆积。“有些居
民将枯枝堆积到这里晾晒，可
能挪作他用，但非常影响周边

环境，也影响出行，希望能管一
管。”王先生说。哈市城管局工
作人员表示，将尽快协调相关
部门进行清理。

哈南第二大道与建安四道街交口哈南第二大道与建安四道街交口

枯枝堆积占道枯枝堆积占道
生活报讯（首席帮办记者李丹

文/摄）6日，哈市市民张先生反映，文
昌街林业大学门前，人行步道板砖破
损严重，希望相关部门能处理一下。

当日下午，记者来到现场看到，人
行步道板砖有部分破损，有些已经露
出底色。“希望能尽快处理一下，若有
人经过，容易受伤。”张先生说。哈市
城管局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表示，将
协调相关部门尽快开展修补作业。

文昌街大学门前

人行道破损严重

帮 办

水电气网购帮办
李威兵

17800590259

三十七中家属房13户居民：

学校要通自来水关水井没水吃
学校：房子是个人的 不归学校管 社区：已与学校协调 先解决居民吃水
生 活 报 讯

（帮办记者李威兵
文/摄）近日，住
在哈市南岗区三
十七中家属房的
张女士通过本报
热线反映，三十七
中的13户家属房
已经停水一个月
了。因为学校要
接自来水，以前的
井水不用了，学校
准备把井填死，
但这些家属房却
接不上自来水，
他们担心吃水会
成为问题。

5日，记者来到现场看到，在学校后身
东北侧有一排小平房，这里现在还有13户
居民居住。年岁大的已经80多岁，最年轻
的也差不多50岁了。这排小平房是三十
七中学的家属房，从一个月前，就开始断断
续续地停水，现在已经彻底没有水了。

张女士表示，这里一直用的都是井
水，井是三十七中的。前段时间，三十七
中要接自来水，以后不再用井水，学校准

备把井填死。大概一个月前，学校开始施
工，从施工开始，这排小平房就开始无法
正常吃水了。张女士说：“我们的水一直
都是学校给供的，因为我们这是学校的家
属房，也没什么物业。听说能接自来水，
大家都很高兴。但学校不给我们接，学校
把井填死了，我们不就彻底没水吃了吗，
没可咋生活。”张女士说，这些房子现在都
是个人的，但是没有产权证。

学校接自来水把井填死 居民无水喝

记者来到三十七中，学校相关工
作人员接待了记者。工作人员介绍，
三十七中一直用的都是井水。今年
年初，学校接到上级文件，要求学校
不可以再用井水，必须接通自来水，
并且要求必须把水井填死，不可以再
使用。工作人员说：“我们只负责学
校这块，后面的家属房现在已经说不
清楚产权到底是谁的了，这么多年学
校一直都帮他们供水，但现在学校也

没有帮他们接自来水管线的钱。”
记者了解到，学校后身的家属

房，建成时间大概在1960年至1970
年之间。最初，这些房子的产权应该
归属于南岗区教育局，但经过多次买
卖，现在这些房子早已经被个人买
走。但这些房子一直无法办理产权
证，所以到现在也没有人能说清楚这
些房子的产权到底是归个人还是归
教育局。

学校：房子产权已不归学校 没有接管线的钱

记者联系到哈市供水公司，相关
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告诉记者，因为
居民一直使用的是井水，不是供水公
司用户，也从来没交过水费，并且这
些居民的管线也不在供水公司管辖
范围内，供水公司很难解决。

记者又来到负责该地区的农机
社区，社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居民
们已经多次向社区反映情况，社区也
多次找到学校调解此事。

6日，记者从王岗镇相关工作人
员处了解到，王岗镇已于当日召集三
十七中、供水部门开了协调会，要求

三十七中恢复供水，先解决居民吃水
问题，其他问题将逐步解决。

社区：已与学校协调 先解决居民吃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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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记者周琳）1日，
哈尔滨市医疗保障局在省内首家
开通城镇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家庭
共济功能。

开通家庭共济功能后，哈市城
镇职工个人账户结余资金可以用
于支付在哈市参保的职工配偶、父
母、子女在本市定点医疗机构就医
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以
及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药品、医疗
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由个人负担
的费用。异地直接结算暂不开通
家庭共济账户支付功能。

哈市参保人员可以通过“龙
江医保”微信公众号、“哈尔滨医
保”微信公众号和“黑龙江省医疗
保障服务平台网上服务大厅
https://ggfw.hljybj.org.cn/”个
人网厅三个渠道办理家庭共济关
系绑定和解绑，每名职工最多允
许绑定5名使用人。

已完成家庭共济关系绑定的
使用人，在住院结算，门诊药店购
药过程中使用个人账户支付个人
自付部分费用时，自动启动家庭

账户共济，账户消费顺序为，先消
费使用人本人的个人账户，使用
人个人账户消费空后，自动启动
共济人个人账户，无需办理其他
操作。在使用的过程中如不再使
用共济账户，请市民及时办理解
除绑定。

详情可以关注“哈尔滨医保”
微信公众号或拨打医保咨询热线
0451-12393了解。

哪些人可以使用家庭共济？
不同参保统筹地区的人员是否可
以互相共济？

据介绍，哈尔滨市参保的城
镇职工、城乡居民参保人员经绑
定授权后，可以共济使用授权人
的个人账户费用。目前，哈尔滨
市家庭共济仅支持哈尔滨市参保
的职工和居民参保人员，跨统筹
区参保的不能互相共济。

医保新系统上线前已经进行
过家庭共济账户绑定的还需要重
新办理绑定吗？

新系统上线前已绑定共济关
系的哈尔滨市参保人可以直接启

动共济账户，无需重新办理绑
定。如市民不再使用共济账户，
请市民及时办理解除绑定，以免
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家庭共济账户可以用于支付
哪些费用？

家庭共济账户可以用于支付
共济人员在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后
个人自付的部分、定点医疗机构
门诊慢特病结算后个人自付的部
分、定点医疗机构普通门诊个人
自付的部分、以及定点零售药店
购买门诊慢特病药品后个人自付
部分和购买其他药品、医疗器械
等个人账户可以支付的部分。值
得注意的是，异地直接结算暂不
开通家庭共济账户支付功能。

已完成家庭共济关系绑定的
使用人，在医药机构办理医保结
算使用个人账户支付时，自动启
动家庭账户共济功能，账户消费
顺序为，先消费使用人本人的个
人账户，使用人个人账户消费空
后，自动启动共济人个人账户，无
需办理其他操作。

哈市城镇职工医保
个人账户家庭共济功能开通
都哪些情况可以使用看这里

生活报讯（记者梁晨）新一轮国内成品
油调价窗口将于6日24时开启。据测算，截
止到9月5日变化率3.33%，参考油种均价
95.44美元，国内汽柴油对应上调190元/
吨，成品油零售价将开启下半年首次上调，
对应92号汽油上涨0.15元/升，95号汽油和
0号柴油均上涨0.16元/升。

此前我省油价为：92号8.23元/升，95
号8.82元/升，0号柴油7.73元/升。本轮上
调落实后，2022年国内成品油调价“五连
跌”终结，我省95号汽油价格将重返9元上

方。如私家车加满一箱油50升92号汽油，
预计要多花7.5元左右。

止步“五连跌”油价又涨了

生活报讯（见习记者王艳 记者陈
莹）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全省范
围内组织开展 2022民生领域案件查办

“铁拳”十大行动。同时公布了第六批典
型案例。

今年4月，牡丹江市市场监管局综合
行政执法支队先后接到关于海林市柴河
镇中兴冷饮厂生产的东北老哈（原味）、东
北老哈人家、东北老哈板（榴莲口味）、回
味1969（木糖醇绿豆雪糕）、东北老哈人
家等5批次冷冻饮品抽检不合格报告。

经查，该企业于2022年1月2日生产
东北老哈（原味）（清型冰淇淋）206 箱
8034支，货值金额8034元；东北老哈人家
213箱8520支，货值金额8520元；东北老
哈板（榴莲口味）214箱8560支，货值金额
8560元。

于2022年1月4日生产回味1969（木
糖醇绿豆雪糕）203箱6090支，货值金额
6090元。2022年2月8日生产东北老哈
人家212箱 8480支，货值金额8480元。
上述产品均已售出，货值金额合计3.9万
余元，违法所得合计39684元。

当事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

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
（十三）项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
五十二条之规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
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
条、第一百二十六条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
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
十七条之规定，给予其
责令停产停业20天，没
收违法所得39684元，
罚款79万余元，罚没款
合计83万余元的行政
处罚。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公布2022民生领域典型案例

生产不符合标准食品
海林一冷饮厂被罚

扫码看其他案例

生活报讯（记者栾德谦）6日，记者从哈尔滨供
水集团获悉，因供水管线工程建设，8日20时至9日
11时，骏业冷库周边部分区域停水15小时，具体如
下：

据了解，因先锋路与化工路交汇处供水管线工程
建设，需对道外区先锋路直径600毫米供水管线停
水，拟定于9月8日20时至9月9日11时，东起化工
路、西至滨北铁路、南起长江路、北至向化街合围区域
内部分用户停水，周边区域水压降低。

因供水管线施工 8日20时至9日11时

骏业冷库周边
部分区域停水15小时

图例 停水区域赵博/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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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记者周琳）6日，记者从哈市医
保部门获悉，为解决我市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
异地安置人员门诊慢特病就医报销难，垫资报
销压力大的难题。自1日起，哈市正式开通门
诊慢特病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

试运行期间，哈市已办理长期异地安置就
医备案，且已经取得门诊慢性病高血压病合并
症、糖尿病合并症和门诊特殊疾病恶性肿瘤门
诊治疗、尿毒症透析治疗、器官移植术后抗排异
治疗五种门诊慢特病资格并在有效期内的参保
人。

持本人社会保障卡或医保电子凭证，可在
安置地已开通门诊慢特病异地直接结算的医疗
机构直接结算门诊慢特病治疗费用。参保人跨
省异地就医时，按照“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
就医地管理”的原则，实行就医地统筹区管理，
参保患者在就医地统筹区域内可按需选择医疗
机构就医治疗。

慢性病高血压病合并症、糖尿病合并症和
特殊门诊恶性肿瘤门诊放化疗、器官移植术后
抗排异治疗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待遇支付标准和
支付比例参照参保地待遇标准执行。

尿毒症透析治疗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待遇
标准不设起付线，统筹基金按比例支付，不区分
就医地医院级别，医保政策范围内项目不区分
甲乙类，城镇职工支付比例为95%，城乡居民
支付比例为90%；未在异地直接结算的，可以
现金垫付后回参保地报销，待遇支付标准参照
参保地待遇标准执行。

同时，外省市来哈人员也能在哈市首批开
通的各县（市）门诊慢特病直接结算定点医疗机
构持社保卡或医保电子凭证结算相关门诊费
用。

参保人可以通过国家医保公共服务平台
APP查询省内外开通五种门诊慢特病病种结
算的定点医疗机构。

哈市五种门诊慢特病
跨省直接结算开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