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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记者史天一）凭借手
机里与众多明星的合影，让别人相信
自己是娱乐圈艺人的经纪人，实际上
这些华丽的表象都是实施诈骗的陷阱
……近日，冰城警方就破获了这样一
起案件。

日前，有多家企业来到哈市公安
局南岗分局报案称，北京某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自称与某流量明星工作室签
署了下属直播公司协议，以“明星直播
只收取押金，直播后返还 不收取坑位
费”为诱饵，骗取钱款约200余万元，

给受害企业造成间接损失近亿元。
南岗分局经侦大队接到报警后立

即展开全面侦查，快速查清案件真相，
并锁定了犯罪嫌疑人闻某。面对警方
强大的攻势，闻某心理防线失守，主动
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其如实交代了
利用与明星的合影打造人设，而后伪
造与明星的合作协议，继而对多家企
业实施诈骗的犯罪事实。

目前，闻某因涉嫌合同诈骗罪被
依法批准逮捕，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
中。

精心打造人设 伪造合作协议

“明星经纪人”诈骗200余万

生活报讯（李敏雪 记者栾德
谦）脑袋圆圆的，身子胖嘟嘟，还
有一个标志性的“长嘴”，这是什么
鸟？近日，海拉尔铁路警方成功救
助了一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丘鹬。

8月28日早上，哈尔滨铁路公
安局海拉尔公安处根河站派出所
民警发现，有一只小鸟落在派出所
院内。民警走近后发现，这只小鸟
长得十分奇怪，胖胖的身体、短短
的小腿、全身布满灰褐色羽毛，却
有一个又长又直的嘴巴，走路一晃
一晃的。民警仔细检查发现，这个
小家伙的翅膀处有明显受伤的痕
迹。民警将它安排在办公室里，给

它找了个临时的窝，并喂了一些
水。

民警此后联系了森林公安，经
鉴定，确定该鸟为丘鹬，属于国家
二级保护动物。森林公安民警表
示，将由专业工作人员对丘鹬身体
状况进行检查、治疗后，待其康复
即可重新放生。据了解，成语“鹬
蚌相争，渔翁得利”中的鹬其实指
的就是丘鹬，它是一种涉禽（水鸟
的一类），已被列入《国家保护的有
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
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是国家
二级保护动物，当前正是它迁徙的
季节。

派出所里来了受伤小鸟
系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丘鹬

生活报讯（记者时继凯）近
日，伊春地区出现了这样的一
幕：一只凶猛的“老鹰”落入居民
家的鸭圈里，不仅吓坏了小鸭
子，也把居民吓了一跳。

记者从伊春市公安局乌翠
分局获悉，8月28日，该局乌马
河派出所接到居民打来的求助
电话，称家里突然闯进了不速
之客，一只“老鹰”落在了鸭圈
里。“老鹰”非常凶猛，希望民警
前来处置。民警赶到现场后发
现，这只猛禽尖喙厉爪，身材壮
硕，就站在鸭圈中间，小鸭子们
吓得全都躲到了一边。民警小

心翼翼将这只猛禽控制住，将
其装入编织袋内带回派出所，
经过初步检查，没有发现外伤，
但其翅膀疑似有问题，不能正
常飞行。

随后，民警与区林草局野生
动植物保护办公室工作人员联
系，对这只猛禽做了简单的喂
食、饮水后，立即送往小兴安岭
野生动物救护繁育研究中心。
经野生动物专家鉴定，该鸟系国
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苍鹰。在
救护中心，这只苍鹰将得到更加
专业的救治，通过一段时间的喂
养和观察后，将放归大自然。

受伤“老鹰”被困鸭圈
民警及时救助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苍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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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记者仲亮）6日，生活报
记者从黑龙江省纪委监委网站获悉，中
秋、国庆将至，为进一步加强警示教育，
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锲而不舍
纠“四风”树新风，营造务实节俭、文明廉
洁的节日氛围，现将6起典型问题通报
如下。

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康
志文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接受旅游安排
等问题。2013年1月至2020年1月，康
志文任鸡西市市长、市委书记、省人大法
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期间，借传统节日、
孩子结婚之机，收受下属、私营企业主等
85人礼金、消费卡折合人民币166万余
元；赴牡丹江市镜泊湖景区旅游时，违规

接受私营企业主住宿、宴请安排。康志
文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
2022年2月，康志文受到开除党籍、开除
公职处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
依法处理。

萝北县委原书记李思勇违规收受礼
品礼金、违规借用下属单位车辆等问
题。2014年1月至2021年1月，李思勇
先后收受下属、私营企业主等43人礼品
礼金折合人民币196万余元。2016年3
月至2021年12月，李思勇借用下属单
位一辆轿车供个人使用。李思勇还存在
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2年7月，
李思勇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涉
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鸡西市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办公室
原副主任王明秋违规收受礼金等问题。
2016年2月至2020年1月，王明秋借传
统节日、孩子结婚、父母去世之机，多次
收受下属、私营企业主等人礼金32万
元。王明秋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
题。2022年2月，王明秋受到开除党籍、
开除公职处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
机关依法处理。

佳木斯市污水处理监管办公室负责
人李岩松私车公养问题。2015年12月
至2021年10月，李岩松借保管单位公
务加油卡之机，多次为本人私家车加油
共计消费1.29万元。2022年4月，李岩
松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违纪所得予

以收缴。
集贤县升昌粮食收储有限公司原经

理梅士鸿违规发放补贴问题。2018年2
月和2021年6月，梅士鸿擅自决定以辛
苦费名义，两次为班子成员、会计违规发
放补贴15万元。梅士鸿还存在其他严
重违纪违法问题。2022年6月，梅士鸿
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涉嫌犯罪
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方正县会发镇新发村党支部书记宁
保成违规操办婚宴问题。2022年2月，
宁保成为妻弟操办婚宴，委托新发村陶
家屯屯长通知并组织村民参加，违规收
受礼金1.93万元。2022年4月，宁保成
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违纪所得予以收缴。

省纪委监委通报6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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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林市柴河友谊嘉
园8号楼643号房投资款《收
据》NO 073765原件丢失，特
此声明原始收据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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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刊登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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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4697804

出售香坊松海路 88号置信澜悦
东方洋房。使用面积：一层 120平方
米，负一层150平方米，带超大南北两
个阳光井 ，一层南北两个户外花园面
积116平方米，另有20平米储物间。

户型合理，利用率高，储物空间特
别多。整房全进口材料家具，豪华装
修，品质生活，因去外地发展，希望将
此屋转让给真正喜欢的主人！
配套：地铁3号线；香坊重点松乐学校

九年一贯制学校在建；德强小学一批次
报名，校车小区门口一站直达。万科物
业，管家服务，小区环境设施极佳。

13664646555

急 售 洋 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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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
电话13796106320

出租出售写字间/办公室两套
哈尔滨道里区上海街 7号

海上银座写字楼，因房主迁移外
省着急售卖，价格可面谈。房屋
建筑面积一套130平米；另一套
170平米，精装修，两套房在一个
楼层，可一并购买也可单独出
售。房屋地点好，位置佳，属观江
房可俯瞰松花江，房主去年重新
装修完毕，新换中央空调系统、供
暖系统，且走廊正对电梯门处有
约5平方位置可放置牌匾。

19845256893

低价急售别墅
哈尔滨私产别墅，因房主

出国着急售卖，6000 元/平米。
房屋建筑面积约400平米，车库
2 个，毛坯房，别墅内自带庭院
面积 1000 平米，院内山林约
2000平米。小区还配套高尔夫
球练习场、钓鱼池、滑雪练习场、
温泉等设施，免费对业主开放。

19845256893

出售观江房
出售道里区友谊路 385号

观江国际住宅，建筑面积 243
米，中间楼层，四室两厅两卫，南
北通透，豪华装修，全景看江，物
业管家服务，2.3 万每平米（可
谈）。随时看房。

19845256893
出售松北花园洋房

哈尔滨松北区天鹅湖花园小区
31 号楼洋房一套，因房主迁移外省
着急售卖，价格可面谈。房屋建筑
面积 180 平米，四楼（顶层），毛坯
房，三室二厅二卫带阳台，地热房，
私产房屋。房屋紧邻松北虎园、哈
尔滨大剧院，小区园林面积占比
30%以上，环境好，位置佳。

19845256893
房屋出售

中北春城三期（中山小学，风
华中学，不占学位），建筑面积 112
平米，使用面积 78 平米，两室两厅
一卫，南北通透，全天采光好，户型
合理，带储藏间，有意者私聊。

15046189990

房屋出售
香坊区中北春城二期，对

口学校：中山小学和风华中学，
不占学位可随时落户，建筑面
积 89.84 平米，使用面积 64 平
米 ，二楼两室一厅一卫，南北通
透，中等装修，不挡光，拎包即
住，适合孩子上学、陪读等，周
边生活、交通便利，112万可谈。

13936183743

生活报讯（记者仲亮）本轮疫情，很
多巾帼志愿者忙碌在防疫一线。妇联在防
疫工作中都做了哪些工作？6日晚，在哈
尔滨市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市妇联主席胡松涛回答了记者提问。

动员1.3万余名妇联执委、巾帼志愿者
积极参与核酸检测、流调排查、防疫宣传、心
理疏导、封控居民物资保障、隔离宾馆服务
等疫情防控工作。筹措资金205.89万元，为
哈市1457名困境儿童提供资金支持。目前
正在组织对贫困家庭的中秋慰问。

提供特殊时期家庭教育指导，孩子们
居家线上教学期间，开展冰城家庭亲子阅
读微视频征集活动，50多个作品被央视频
转发。开展网上就业服务，举办20余场女
性网上专场招聘，线上提供女性就业岗位
11267个；开展“云课堂”等线上培训16
期，组织妇女在线学习；帮助妇字号农副产
品拓宽销售渠道。

本轮疫情
哈市1457名
困境儿童
收到资金支持 生活报讯（记者仲亮）5日的新

闻发布中，据相关部门介绍，有室外
交谈2分钟就被传染的病例情况，对
此，有什么要提示市民？6日的会
上，哈尔滨市卫健委副主任杨超回答
了记者提问。

杨超说，即便是在户外，与人距
离较近时和在公共场所室内时一定
要佩戴好口罩，戴口罩仍然是阻断新
冠病毒传播的有效方式。虽然目前
新冠变异毒株的传播力增强，传播代

际缩短，但其传播方式和传播途径
没有改变，呼吸道飞沫和密切接触
是主要的传播途径，在相对封闭的
环境中可经气溶胶传播，这些都可
以通过科学佩戴口罩有效保护个体
不被感染，对于奥密克戎变异株同
样适用。即使已经完成全程疫苗接
种的情况下，也要坚持科学佩戴口
罩、不握手、勤洗手，尽量不去人群
密集、空气不流通的场所。自觉遵
守疫情防控措施，进入公共场所时，

要严格落实戴口罩、验码测温、一米
线等防控措施。市民在户外与人距
离较近时和在公共场所室内时一定
要佩戴好口罩，这既是保护自己也
是保护他人。

在这里，也要求属地、行业部门、
企业分别要尽到管理、主管、主体责
任，在室外、公共场所、企业内部都要
务必进行佩戴口罩及防疫措施的提
示提醒，落实落靠“四方责任”，才能
织牢织密防疫安全网。

针对交谈2分钟被传染病例情况 哈市卫健委提示：

户外与人距离较近时要戴好口罩

生活报讯（记者仲亮）9月 6日
晚，哈尔滨市政府新闻办公室举办新
闻发布会，会上，哈尔滨市卫健委副主
任杨超发布了最新疫情情况。

杨超说，2022年9月5日20时至
24时，哈尔滨市无新增本土新冠病毒

阳性感染者。9月6日0时至18时，哈
尔滨市新增本土新冠病毒肺炎确诊病
例1例，在香坊区。在隔离观察人员
中发现。哈尔滨市此次疫情自8月27
日首发以来，有确诊病例49例（含省
外返哈闭环管理人员1例，含1例由无

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无症状感
染者22例。

新增确诊病例主要情况：

确诊病例49：新冠病毒肺炎确诊
病例（普通型），现住香坊区果园小

区。
按照市指挥部《关于进一步强化

城区疫情临时管控措施的紧急通
知》，对道里、道外、南岗、香坊、平房、
松北、呼兰等7区，继续实行临时管控
措施。

来自新闻发布会的消息

6日0至18时

哈市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例

生活报讯（记者仲亮）团市委
组织青年力量在哈市防疫工作中发
挥了哪些作用？6日，在哈尔滨市政
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团市委副书记王宇回答了记者提问。

截至目前，全市共有769支青年
突击队、14431人参与基层防疫工
作。团市委积极争取省青联、企协支
持，向尚志市支持36万元防疫物资。
成立市、区两级团属应急救援青年志

愿服务队19支，总计1537人，确保招
募令发出8小时内集结到岗。本轮疫
情以来，火速派出40余名机关系统党
员干部参与防疫工作。截至目前，共
支援核酸检测录入信息达1.7万人。

截至目前

哈市共有769支青年突击队参与基层防疫

生活报讯 (记者黄迎峰) 6日，
哈市道里区委区政府与哈尔滨市
道里区慈善基金会携手，在抚顺社
区举办道里区扶贫帮困救助资金
发放活动。此次救助由哈尔滨市
道里区慈善基金会出资1050.6万
元，对1917户家庭给予资助：其中
街道834户，每户10000元；乡镇

1083户，每户2000元。
捐赠仪式现场，特困群众王女

士告诉记者：“今天拿到这一万元
救济款，我的心里特别温暖。”年初
以来，道里区时刻紧盯群众的“急
难愁盼”和“安危冷暖”，将八成以
上的财政收入用于民生福祉，为困
难群众纾困解难。

道里区

千万救济款送到特困群众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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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奖公告

生活报讯（记者张立）哈市本轮疫情
为奥密克戎BA5.2变异株，是我国目前传
播力最强的主流行株之一，具有传播速度
快、隐匿性强、传染性强等特点。本次疫情
中有感染者曾与确诊病例在户外交流不到
2分钟，导致发病；也有感染者发病当天3
次核酸检测为阴性；有家庭成员已出现二
代病例却同时检出情况；有感染者从暴露
到阳性检出长达7天或9.5天。给防控工
作带来了更大的难度和挑战，一旦放松管
控要求，将会带来新的传播风险。

哈尔滨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此提醒
广大市民：

一是还要密切关注疫情变化，积极配
合落实各项措施，保持良好心态，做好自我
健康监测，一旦出现疑似新冠肺炎症状，主
动规范就诊。

二是对7天内有高风险区旅居史的抵
（返）哈人员，采取7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对7天内有中低风险区旅居史、近7天内来
自疫情发生地所在县区抵（返）哈人员，采
取7天居家隔离医学观察，如不具备居家
隔离医学观察条件，采取集中隔离医学观

察；对非风险地区的抵（返）哈人员，实施“3
天3检”的管控措施。

三是按时参加区域核酸检测。广大市
民要积极参加区域核酸检测，确保不落一
户，不漏一人。请您在做核酸检测时，要保
持“一米线”、不扎堆，不交谈，科学规范佩
戴口罩。

四是中秋假期将至，部分市民可能会
有出行安排，当前国际国内疫情形势不容
乐观，再次提醒市民朋友，一定要绷紧疫情
防控这根弦，坚持非必要不离哈、非必要不
出境，出行时各项防控措施仍必不可少。

五是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
人，做好日常防护不放松，在人员密集场
所、密闭公共场所、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时需
正确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坚持勤洗
手、常通风、不聚集、用公筷、常清洁等良好
的卫生习惯，积极配合落实各项防控措
施。无接种禁忌症的适龄人员及时接种新
冠病毒疫苗。当前正处在疫情防控关键时
期，不能有丝毫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请
市民朋友继续坚持，积极配合防疫工作，巩
固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

哈市发布防疫重要提示

非风险地区抵（返）哈人员
实施“3天3检”管控措施
中秋假期坚持非必要不离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