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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天宇拍卖有限公司接受委托以网络竞价形式公开拍卖：位
于铁力市双丰镇朝阳村口粗砂石2878.2立方米，位于绥化市庆安县宝
丰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南侧院内粗砂石1800立方米，起拍价：304083
元，整体打包拍卖，买受人自行负责标的物的装车、运输等有关的全部
费用由买受人自行承担，拍卖成交后，委托人交付标的物起10日内运
输完毕。展样时间、地点：即日起，标的物所在地。请有意竞买者将竞
买保证金伍万元于2022年10月 14日15时前足额存到我公司指定账
户（以资金到账为准），并于2022年10月14日15时之前持有效证件原
件（复印件）到我公司指定地点办理竞买登记手续。拍卖时间：2022
年10月15日上午9时；拍卖网址：https://paimai.caa123.org.cn；拍卖
公司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阿什河街 2-12号；拍卖公司电
话: 13936545380；联系人：秦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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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古典拍卖有限公司接受委托以网络竞价形式公开整体拍卖罚
没物品如下:

1.第4套人民币5元票面原封纸币53000张，单价26元/张（千张连号）；2.
第4套人民币10元票面原封纸币10000张，单价33元/张（百张连号）；3.10元
票面的奥运纪念钞51张，单价（4000元/张）；整体拍卖，起拍价191.2万元。

拍卖时间: 2022年10月10日上午10点整；展样时间地址:（即日起）标
的物所在地 ；竞买须知:有意竞买者请于(2022年10月9日11时前持有效身
份证件及竞买保证金存到我公司指定账户，到拍卖公司办理网络竞买登记
手续）；拍卖网址: https://paimai.caa123.org.cn/；咨询电话: 13633604217

公司地址: 哈尔滨市红旗大街108号广瀚大厦

价比三家 9月29日价格表 每周五刊发
哈市发改委授权 独家发布

注计价单位：元
（1）香满园雪花饺子粉；（2）白猫柠

檬红茶洗洁精500g；（3）香满园雪花饺
子粉（4）雪花啤酒330ml；(5)牙博士；(6)
中裕特精小麦粉；(7)金龙鱼河套平原雪
花粉；（8）杞参白砂糖250g/袋（9）促销
价；（10）康师傅红烧排骨桶面105g;
（11）高金；（12）伊利金领冠三段听；
（13）完达山元乳儿童奶粉4段400g/
盒；(14)完达山元乳婴儿配方奶粉；（15）
上品精制料酒；（16）中华健齿白炫动果
香味155g/支；（17）统一红烧牛肉面；
（18）丽邦亲肤系列1500g/提；(19)哈肉
联；（20）700g/只；（21）100g*5袋；（22）
今麦郎一桶半红烧牛肉136g/桶；(23)
哈尔信；(24)五得利五星金特精粉5kg；
(25)雀巢3段奶粉；（26）哈尔信；（27）福
临门秋田小町；（28）700g；(29)金龙鱼
长粒香东北大米5kg；（30）心相印云感
120克14粒装四层压花无芯短卷；（33）
百年家良（小神厨）调味料酒王；(34)东
古海鲜酱油500ml；（35）佳洁士3D炫
白双效牙膏；（36）碧浪专业去渍无磷洗
衣粉自然清新型；(37)维达蓝色经典纸
200；（38）舒洁加香手帕；（39）海飞丝新
生清爽控油型去屑洗发露200ml；（40）
心相印心柔卷筒卫生纸;(41)250ml；
（42）今麦郎；(43)东三福葱香排骨面；
（44）奥妙强效洁净洗衣皂220g/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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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

散装大米
福临门大米
廊雪雪花粉
古船水饺粉
康师傅红烧牛肉面
东三福红烧牛肉面
今麦郎上汤排骨面
九三三级豆油
九三一级豆油
鲁花5s压榨一级花生油
福临门大豆油
金龙鱼调和油
腰盘
精瘦肉
腰盘
精瘦肉
散鸡蛋
雪莲白条鸡
三黄鸡
多美滋金装多乐加1段
龙丹益生宝1段
完达山1段奶粉
完达山纯牛奶
龙丹纯牛奶
蒙牛纯牛奶（小枕）
正阳河料酒
东古一品鲜酱油
太太乐鸡精
厨大妈白砂糖
玉泉方瓶42度
哈啤1900
哈啤小麦王
娃哈哈纯净水
佳洁士（防蛀修护）
中华（芦荟水晶原萃）
高露洁360°
海飞丝（去屑洗发露）
飘柔（长效清爽去屑）
潘婷丝质顺滑
舒肤佳（纯白清香型）
玉兰油深度滋润
雕牌高效洗衣皂
奥妙（99洗衣皂）
碧浪（新卫士）
雕牌（超效加酶42kg）
立白（生姜）
奇强（柠檬超洁）
心相印特柔3层
唯洁雅
心相印小黄人手帕纸

比优特顾乡店

2.19
37.90（29）
27.90（24）
29.90（7）
14.00

63.90

5.79

16.90（20）

3.00（41）

2.40

8.90（34）

2.50（4）

22.90(5)

26.90（39）

19.90

家乐福乐松店

37.00（27）

14.00（21）

4.50(11)

76.90

97.20

22.99
21.99

2.10

5.30（15)
8.90
5.00

2.70
1.50
15.00(35)

12.60

6.40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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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0（30）

8.90

中央商城

12.50

69.90
75.90
169.90

85.90

24.90(26)
22.90(26)

198.00

268.00
2.50
2.50
2.70

7.20

7.20
1.90
1.50
12.90

26.50

20.90
4.90
8.50
5.90
4.60
22.50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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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0（38）

大润发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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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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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21.90

6.80

21.50
1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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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

大润发松北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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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00（27）

32.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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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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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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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乐福平房店

2.39
39.50
32.90（6）
31.90（1）
17.50
7.50
4.00（22）
76.90
76.90

89.90
39.80
33.80

108.00（13）

2.20
2.90
2.40
6.50（33）
9.90
5.50
4.90（8）
25.00

2.90
1.50
11.90（35）
6.00（16）
16.90
27.90
32.90
18.90
6.80
9.90
5.00
5.20（44）
21.50

5.50
4.00
28.00
22.50（18）
5.90

家得乐翡翠城店

除了帮助文爽一家，齐芮还
经常参加各种公益活动：疫情期
间她是社区的抗疫志愿者，还参
加了学校“汇流班助一”的志愿
活动，定期给贫困家庭的孩子辅
导功课。有一次，齐芮和同学一
起去医院看望脑瘫患儿，起初孩
子安静不下来，齐芮想到了一个
好主意：“我握住他小小的手，教
他画画。此后他慢慢安静下来，
沉静在自己的画里，看到通过自
己画笔创造出的一只只小猫小
狗，孩子的眼中有了生气。”

齐芮喜欢画画，性格安静内
敛，就像她默默帮助别人，从不
声张。“如果奉献是为了期待掌
声，那也就失去了原本的意义。
奉献看上去是有利于他人，实际
上励志的文爽教会了我很多：遇
到失败不能气馁，要迎难而上
……我相信只要有信念，肯努
力，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齐芮
说。

为他人奉献
助自己成长

节省生活费帮助贫困学生7年

河北沧县一封感谢信

生活报讯（朱虹 王春力 记者吕晓艳）“我要上高中时，齐芮姐姐给我邮寄了牛津词典；看到我和妹妹夏天长痱子，她就用自己赚的钱给我们买
了空调；这7年，齐芮姐姐一家帮我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几天前，哈尔滨工程大学水声学院辅导员芦雪松收到一封来自河北省沧州市沧
县的感谢信，这才知道自己的学生齐芮数年来一直在默默帮助贫困学生。

齐芮是哈尔滨工程大学水声学院的大
三学生，来自河北沧州。2015年，刚上初二
的她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报道，文中介绍了一
位9岁女孩文爽照顾患病在床的聋人父亲
和年幼妹妹的故事。“文章说女孩连换季的
衣服都没有，全家人就靠爸爸的低保生活，
但是爸爸治病吃药要花很多钱。”齐芮的爸
爸从2010年起就持续帮助河北省任丘市辛
中驿村的一名贫困学生，在父亲的言传身教
下，齐芮也很乐于助人。在得到爸爸的支持
后，齐芮整理了自己的书籍以及一些衣服，
和爸爸带上油、米、面、奶、生活用品以及
1000元慰问金，驱车一百多公里，找到了文
爽一家。

据齐芮回忆，文爽家是贫困村的贫困
户，房子比较简陋。“我们去的时候看到文爽
正跪在床上给父亲喂药，她看到我们，眼里
仿佛有了光，那一刻我明白了雪中送炭的意
义。”齐芮那天和文爽交流了很多，也通过手
语和写字和文爽父亲沟通，文爽父亲告诉齐
芮，女儿想辍学照顾自己，希望齐芮能劝劝
她。齐芮告诉文爽要相信知识可以改变命
运，表示自己会常年帮助文爽。

从那天起，齐芮与这个家庭结下了不解
之缘。每逢年节，她会给文爽姐妹送去资助
金和米油面奶等生活用品；换季的时候，会
给她们送去衣服；每逢新学期开学，她就把
自己的课本送给她们；当文爽在学习上遇到
困难疑惑，她也竭尽全力帮助解决。

结缘贫困学子
常年持续帮扶

2年前，齐芮看到文爽和妹妹的脖
子、后背上都是小红点，原来当年夏季
很热，最高温接近40℃，而文爽一家
只有一个破旧的风扇，潮热的居住环
境让文爽和妹妹都起了痱子。得知此
事后，齐芮主动提出给文爽一家买空
调。“那时正好是暑假，我就多接了一
些画画的兼职，赚钱买空调，这样文爽
学习也能更专心。”接受采访时，齐芮
像炫耀妹妹一样给记者看文爽的成
绩。“文爽学习很努力，上次还给我发
她在全校大会上领奖的照片；初三时
她还被沧县教育局评为三好少年标兵
和新时代好少年，她得的奖状能铺满
整面墙。”齐芮脸上满满的骄傲和欣

慰。
自从上了大学，齐芮主动提出，以

后文爽一家的资助金由自己承担。她
喜欢画画，课余会接一些兼职工作，平
时生活也很节俭。“我基本不买奶茶，也
不买很多新衣服，生活很简单，所以每
个月都能省下一些生活费给文爽。”这
几年，齐芮坚持每年给文爽邮寄1000
元。

几年间，在齐芮一家和好心人的帮
助下，文爽一家的生活越来越好。“文爽
考上了全县最好的重点高中，爸爸已经
能下地走路了，妹妹也上了小学，家庭
环境改善了许多。”齐芮说今后自己还
会一直帮助文爽，直到她大学毕业。

她多了一个值得炫耀的“妹妹”

齐芮和文爽齐芮和文爽（（右右））

文爽获得的奖状文爽获得的奖状

写尽冰城大三女生爱心“小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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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尔滨新昼文化创意有限公

司，开户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哈尔滨中央大街支行，账号：

65080078801100000407，不慎将公章

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 孩子姓名:张学硕 性别:男；出

生日期:2010年 3月 2号；出生地点:黑
龙江省尚志市；母亲:王宝娟；身份证

号:230183198912104845；父 亲: 张 少

良；身份证号:23018319900303483X；

原医学证明编号:J230169854；因保管

不善丢失，特此声明原《医学出生证

明》编号作废。

● 哈尔滨市道里区芳草地慧智幼

儿 园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52230102578081847M，遗失财务章，

声明作废。

● 哈尔滨巨利富商贸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230108MA1BAYFYX0，不慎将公章

和发票专用章丢失，声明作废。

● 李扬，不慎将坐落于哈尔滨市道

外区天恒大街 300号东都·幸福里小

区7栋2单元20层2001号房由哈尔滨

滨江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开具的

票 据 丢 失 ，票 据 号 7806355，金 额

10000 元 ；票 据 号 7812756，金 额

190749元。特此声明作废。

根据市委、市政府相关规定，现对
以下房屋的承租权公示如下：

本 人 李 岩 ， 身 份 证 号
230104198101200029，承租道外区宏
南三道街21-7号单位产房屋，使用面
积89.40平方米，产权单位为哈尔滨龙
江特种装备有限公司。本人现持承租
证、公证书等相关材料对房屋属于单
位产部分进行房改买断。本人承诺该
房屋权属无争议，无任何法律债务纠
纷，所提供材料均真实有效，并自愿承
担一切法律责任，现面向社会公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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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外区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

送达地址：哈尔滨市道外人民政府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 223 室 ，电 话 ：
88973312

公 示

为确保高速 G10、G4512 高速施
工期间交通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法》、《公路安全保护条例》
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决定于2022
年9月15日至2022年10月31日,对高
速公路 G10、G4512 进行临时占道施
工,具体临时施工时间:

G10 高速 K781+800--K878+600
铲除旧标线，喷涂新标线；

G4512高速K470+600--K688+200
铲除旧标线，喷涂新标线；

(含主线、互通、服务区)。
每日施工时间早8点-17点。
2022 年 9 月 15 日 8 时至 2022 年 10

月31日8时。
请广大过往驾驶人在此期间行经

上述路段注意交通安全，遵守施工路
段交通标志指示及人员指挥。

对此施工给您出行带来的不便，敬
请谅解！

齐齐哈尔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黑龙江省八达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2022年9月13日

关于高速公路临时占道施工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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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张兴民为广信新城小区A6栋
2 单元 6 楼 3 室房屋（建筑面积 5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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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张
兴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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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张兴民为广信新城小区A6栋
2单元 26楼 3室房屋（建筑面积 5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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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张
兴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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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
北区不动产登记交易事务中心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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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0号；电话：84013325。

哈尔滨市松北区不动产登记交易
事务中心地址：松北区松北一路8号；
电话：84094151。

哈尔滨市松北区棚户区改造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

哈尔滨市松北区不动产登记交易
事务中心

2021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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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记者仲亮）29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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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报了最新疫情情况。

杨超说，自9月20日发生本土疫
情以来，截至9月29日16时，全市累
计报告阳性感染者57例，其中确诊病
例32例、无症状感染者25例。本轮
疫情经基因测序为奥密克戎BA.5.2
进化分支，具有传播速度快、隐匿性
强、传染性强等特点，是我国目前传播
力最强的流行株之一。病例中确诊比

例高，占比56%。疫情传播链条清晰，
呈现家庭、居住地等聚集性传播的特
点。

截至29日，哈市疫情防控进入扫
尾清零阶段。

重要提示：倡导就地过节。倡导
市民在本地过节，非必要不离哈，确需
离哈的，应持48小时内两次核酸检测
阴性证明、凭“龙江健康码”绿码出
行。非必要不前往中高风险地区、实
施临时性静态管理区域。有出行安排
的市民，请提前了解目的地城市最新

疫情动态和防疫政策，主动配合当地
疫情防控措施，旅途中全程做好个人
防护。返哈后第一时间向所在单位、
社区报备，并配合落实相关防控措施。

主动报备行程。近7天有疫情风
险地区旅居史的人员，需提前 2 天向
所在社区（村）、入住酒店（宾馆）及来
访单位报备，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
性证明入哈。如有不主动报备、隐瞒
行踪、不配合疫情防控措施造成传播
后果的，将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守住输入防线。公路、铁路、机场

等入城查验点将严格规范落实人员排
查，并按照国家联防联控机制的要求
实行入城落地检，请市民朋友积极配
合。社区和村屯将严格细致排查重点
地区抵返哈人员，并根据防疫要求，分
类落实管理措施。

配合重点场所防控工作。国庆期
间，广大市民进入商场超市、宾馆饭
店、景区景点、农集贸市场等人员聚集
场所和空间相对密闭场所，严格执行

“扫码、测温、戴口罩”、配合查验48小
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截至29日

哈市疫情防控进入扫尾清零阶段

生活报讯（记者仲亮）国庆假
期即将来临，哈市在外防输入工作
上采取了哪些措施？会上，哈尔滨
市交通局副局长钟国伟回答了记者
提问。

目前，全市共有防输入交通卡
口88个（其中：机场1个，火车站27
个，公路卡口60个），全部设置核酸
采样点，提供免费“落地即检”服
务。对有市域外行程但7天内未有
中高风险区或社区传播外溢风险的
城市旅居史的抵返哈人员，在测温
正常、查验健康码绿码、查验48小
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执行落地
核酸检测后放行，即采即走。对有
市指挥部明确的重点管控地区旅居
史的抵返哈人员，要经过查验、落地
核酸检等环节后，采取闭环管理。

同时，督导各区县（市）配足配齐交
通卡口工作力量，在节日期间按照
最大客流备勤，开放所有查验通道，
保障人员和车辆安全、顺畅通行，避
免发生拥堵。

提示广大市民，十一国庆假期
期间，倡导广大市民群众在本地过
节，特别是主城6区人员非必要不
出区，确需出区的，须持48小时内2
次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凭健康码绿
码通行。同时，提示7天内有市指
挥部发布的重点管控地区旅居史的
来哈货运车辆司机，提前2天向接
收单位报备，请接收单位及时接车，
做好全程闭环管理。需返家的，提
前2天向所到社区报备。哈市将根
据疫情形势变化，动态调整交通管
控措施。

最新出行提示

主城6区人员非必要不出区

生活报讯（记者仲亮）国庆佳
节将至，哈市在节日期间生活必需
品保供方面都做了哪些准备？商品
供应情况如何？会上，哈尔滨市商
务局副局长嵇景岩回答了记者提
问。

一是积极筹备生活必需品。目
前，从市场监测情况看，哈市哈达、
润恒、龙园三大农产品批发市场水
果蔬菜库存量在19000吨左右，家
得乐、比优特、中央红等大型商超各
类商品供应充足，品种丰富多样，价

格总体稳定，完全可以满足哈市居
民节日期间多样化、个性化的消费
需求。

二是继续投放市级储备猪肉。
于9月 26日至 30日，向市场投放
250吨市级储备猪肉，从投放情况
看，广大市民积极踊跃购买，销售情
况良好。

三是加强节日期间生活必需品
监测工作。

四是加强对商贸企业督导检
查。

国庆节将至

哈市生活必需品“品丰价稳”

生活报讯（记者仲亮）目前，哈
市香坊区还有临时性管控区和中高
风险区域，香坊区采取了哪些措施来
保障区域内居民？会上，香坊区副区
长王宇虹回答了记者提问。

积极做好中高风险区的服务保
障工作，让居民“物有渠道买”“病有
地方看”“事有人来管”，主要采取以
下几项措施：

1、落实物资保障。香坊区畅通
物资运送通道，推动保供单位、大型
商超与社区的对接，及时配送生活物
资。充分发挥服务保障队伍作用，针
对孤寡老人、残疾人、生活困难群众
等特殊群体，采取“一人一策”帮扶措
施。同时，在国庆节前，区委、区政府
为中高风险区内居民发放果蔬大礼
包。

2、提供就医保障。香坊区指定
香坊区人民医院为“黄码医院”，全
面保障中高风险区域人群医疗救治

工作。组建远程专家会诊团队，进
行线上问诊，就地解决轻症患者的
就诊需求。发挥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乡镇卫生院作用，组建居家隔
离应急医疗队，为隔离人员提供应
急上门医疗服务。针对行动不便的
特殊群体，安排专人负责诊疗，专
车接送，切实解决好他们的就医需
求。区医疗救治组工作人员24小
时调度转运车辆，对接黄码医院、
统筹解决好全区风险人群医疗救治
问题。

3、加强心理疏导。强化宣传引
导和心理关爱，组建心理疏导团队，
提供心理援助专线，及时对居民开展
健康指导、心理疏导、情绪安抚，密切
关注和及时回应居民诉求。建立中
高风险区域特殊困难人员“一对一”
包保台账，通过微信、电话等多种方
式，及时沟通掌握困难群众需求，随
时启动临时救助。

香坊区3措施保障
中高风险区居民基本生活需要

生活报讯（记者仲亮）隔离管控
区域风险人群如何就医？会上，哈市
卫健委副主任杨超回答了记者提问。

现阶段，哈市将哈尔滨医科大学
附属第四医院松北院区设置为主城
六区“黄码医院”，收治主城区风险人
群中患基础疾病的急危重症患者；将

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发热门诊设置为
主城六区“黄码门诊”，收治风险人群
中高风险发热患者。将接诊风险孕
产妇的医疗机构确定为“黄码助产机
构”，并将各区县（市）设置的辖区内

“黄码助产机构”名单予以公布，规范
风险孕产妇的诊疗工作。

风险人群如何就医？

哈市设“黄码医院”“黄码门诊”等

生活报讯（记者仲亮）29
日，生活报记者从哈尔滨地铁
集团获悉，即日起，地铁2号线
气象台站、南直路站、珠江路站
（2、3号线换乘站）、省医院站，
3号线湘江路站、公滨路站、油
坊街站恢复运营服务。

哈市地铁2号线3号线

这些暂停车站
恢复运营

生 活 报 讯
（记者周琳）29
日，生活报记者
从哈市多家医
院了解到十一
期间的门诊就
诊通知，市民可
依此选择就诊
时间。

“十一”期间 在哈这样就医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南岗院区群力院区
10月1-3日 门诊休息、开急诊
10月4-7日 门诊正常开放
10月8日、9日 按周四、周五出诊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0月1-3日：只设急诊
10月4-7日：设专家门诊
10月8日、9日 按周四、周五安排门

诊
节日期间，专家门诊、核酸检测门诊

依然实行线上分时段预约挂号。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门诊1-3日放假，4-7日开诊，急诊

24小时开诊。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10月1-7日 门、急诊正常开诊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六医院：
10月1-3日 儿内科、儿外科出门诊
10月4-7日 门诊部正常出诊，以当

日安排为准
10月8日、9日 按周四、周五出诊

急诊、发热门诊24小时应诊
门诊核酸采集室时间同门诊出诊时

间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国庆期间门诊正常开诊（夜诊停诊，

10月10日恢复）
关注“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微信服务号，线上预约挂号。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十一期间门诊正常开诊
核酸检测门诊：每日8:00-11:00

来自新闻发布会的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