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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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康振华为润和新城小区15栋1

单元 19 楼 03 号房屋(建筑面积 5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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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康振

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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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王丽娟为润和新城小区11栋1
单元 7楼 03号房屋(建筑面积 9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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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王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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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徐连河为润和新城小区13栋1
单元 27 楼 02 号房屋(建筑面积 7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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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徐连

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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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徐长伟为润和新城小区13栋1
单元 26 楼 02 号房屋(建筑面积 7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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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徐长

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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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明长梅为润和新城小区10栋1
单元 31 楼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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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明长

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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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邵政超为润和新城小区 4 栋 2
单元 7楼 03号房屋(建筑面积 98.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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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邵政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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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安忠礼为润和新城小区12栋1
单元 8楼 03号房屋(建筑面积 90.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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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安忠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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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郭淑芝为润和新城小区 2 栋 1
单元 6楼 02号房屋(建筑面积 70.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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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郭淑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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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朱海芬为润和新城小区 8 栋 2
单元 25 楼 04 号房屋(建筑面积 7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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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朱海

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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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张庆香为润和新城小区11栋2
单元 9楼 01号房屋(建筑面积 9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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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张庆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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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9月30日

公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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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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伊高铁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黑
龙江铁路网结构，方便沿线人民群众出
行，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对推动新时
代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高质量构
筑我国向北开放新高地，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哈绥铁项目是黑龙江省“十四五”规
划重点铁路项目，也是目前我省投资规
模最大的重点工程，也是重要的民生工
程、民心工程。同时，该工程还是哈大高
铁向黑龙江省中部的延伸，对于黑龙江
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

部署，加快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稳定
全省经济大盘具有重要意义。项目建成
后，将全面畅通黑龙江省中部向北高速
铁路通道，绥化、庆安、铁力、伊春等城市
将全面融入以哈尔滨为中心的“一小时、
两小时”经济圈，加快形成“全省一张
网”，并通过哈尔滨至大连高铁，加速融
入“全国一张网”，带动人流、物流、信息
流汇聚，促进沿线城市新型城镇化进程，
加速辐射地区经济开发和旅游发展，有
力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和获
得感。

加快形成“全省一张网”

生活报讯（于海江 王鑫 记者栾德
谦）29日早晨，大兴安岭北部漠河、阿
木尔、盘古等地区迎来大面积降雪，
强降雪导致部分铁路桥涵堵塞，对列
车运行带来影响。中国铁路哈尔滨
局集团有限公司加格达奇工务段组
织160名人员、机具，对线桥设备进行
全面细致检修，为林区百姓的安全出
行和煤炭运输保驾护航。

昨晨中国“北极”
降雪了
160名铁路职工雪中清淤

生活报讯（记者梁晨）近日，黑龙
江省生态环境厅、省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农业农村
厅联合印发《黑龙江省散煤污染治理实
施方案（试行）》，提出通过实施“散煤
源头减量工程、散煤清洁替代工程、供

应能力提升工程、基础设施保障工程”
四项工程，实现到2024年末，全省环境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到93.9%，列
入清洁取暖试点的城市完成散煤替代
的目标。

在推动散煤替代工作中，我省将推

进散煤源头减量工程和散煤清洁替代
工程。通过推进棚户区散煤减量和煤
电机组清洁化改造，稳步推进城镇棚户
区改造，持续推动现役煤电机组、每小
时 65蒸吨以上重点热源超低排放改
造。推广生物质供暖，到2024年末，推

动哈尔滨完成生物质成型燃料等清洁
能源替代散煤238.02万平方米。发展
新型供热，支持有条件的地区推广太阳
能、风能、地热能等方式供暖。在科学
使用清洁能源方面，我省将实施供应能
力提升工程及基础设施保障工程。

治理散煤污染 我省推动清洁能源替代散煤

哈伊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
哈-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起自黑龙江省哈
尔滨市，途经绥化市，终至伊春市，正线全长
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建设工期5
年。哈伊高铁全线设哈尔滨、哈尔滨北、呼
兰北、兴隆镇西、绥化南、庆安南、铁力、日月
峡、伊春西9座车站，其中呼兰北等6座车站
为新建车站，铁力站为改建车站，哈尔滨、哈
尔滨北站为既有车站。

哈伊高铁由哈尔滨至铁力段、铁力至伊
春段组成，其中铁力至伊春段已于2021年
10月开工建设。本次开工建设的哈尔滨至
铁力段正线全长188公里，地处高寒地区，
沿线多处分布季节性冻土，施工难度较大，
桥梁占比达72%，其中全长16709米的呼兰
河特大桥为全线控制性工程。

据了解，作为哈伊高铁的组成部分，哈
绥铁高铁项目正线线路长188.06公里，设计
时速250公里，全线设哈尔滨北、呼兰北、兴
隆镇西、绥化南、庆安南、铁力共6个车站，项
目投资概算209.212亿元，是目前我省投资
额最大的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项目预计
2026年10月建成通车，届时哈尔滨至绥化
仅需30分钟、至伊春仅需100分钟。生活报
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现在的绥化火车站
于1927年建立，时隔近百年，绥化市居民将
于2026年实现“家门口坐上高铁”的愿景。

预计2026年10月通车

由铁路部门提供由铁路部门提供

生活报讯（记者李威兵）预计
国庆节期间（10月1-7日），我省有
一次大范围降水、寒潮天气过程，1
日夜间至3日白天全省大部自西向
东有小到中雨，中北部局地有大
雨。降水过后各地气温大幅下降，
降温幅度6～10℃，东部地区个别
乡镇可达10～12℃。2-4日大部
地区有4～5级风，阵风6～8级。3
日早晨，大兴安岭、黑河、齐齐哈尔
有霜冻，伊春北部、绥化北部有霜或
轻霜。4-7日早晨，全省大部地区
有霜或霜冻。

具体天气预报
1日：大兴安岭北部有雨夹雪，

黑河东部、伊春、齐齐哈尔、大庆、绥
化、哈尔滨西部、鹤岗有小雨，其中
黑河东部、伊春局地有中雨，其他地
区多云。

2日：黑河东部、伊春、绥化、齐
齐哈尔东部、大庆有中雨，其中黑河
东部、伊春西部、绥化北部局地有大

雨，大兴安岭北部有阵雪或雨夹雪，
黑河西部、齐齐哈尔西部、哈尔滨西
部、鹤岗、佳木斯东部有小雨，其他
地区多云。

3 日：伊春南部、哈尔滨东部、
鹤岗、佳木斯、双鸭山、七台河、鸡
西、牡丹江有阵雨，其他地区多云

转晴。
4日：全省晴有时多云。
5日：齐齐哈尔南部有阵雨，其

他地区晴有时多云。
6日：哈尔滨东部、牡丹江有阵

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
7日：全省晴有时多云。

10月3日黑河齐齐哈尔等地有霜冻

国庆假期局地降温12℃

由铁路部门提供由铁路部门提供

生活报讯（陈晓光 周晓舟
记者栾德谦）29日，生活报记者
获悉，哈尔滨至伊春高铁（以下
简称哈伊高铁）哈尔滨至铁力段
已正式开工建设。

原勇原勇 摄摄

哈伊高铁哈尔滨至铁力段开建

4年后从冰城到伊春仅需 10000分钟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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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记者李丹）29日，记
者从哈市城管局获悉，为烘托国庆节
日氛围，哈市城管部门在日常维护的
基础上，对景观照明设施进行安全检
查及维修养护。全市楼体景观照明、
桥体景观照明以及节点景观照明将为
市民和游客奉上璀璨夜景。

29日晚，记者在哈市众多标志性
区域看到，烘托节日氛围的景观照明
亮起，引得市民纷纷驻足。据哈市城
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全市共
有338栋楼体景观照明设施、14座桥
体景观照明设施、8处节点景观照明
设施。景观照明设施总功率 10000

千瓦/小时，全年亮灯约 1200小时。
其中，哈市景观照明主要点位有“中
央大街灯光秀、松花江沿江射树灯和
景观灯、沿江两岸楼体景观照明、博
物馆双子塔楼体景观照明、长江路景
观灯”等。国庆节期间，哈市景观照
明时间较平时延长1小时，亮灯时间

从18时开始一直持续到23时。
为确保城市照明设施安全运行，

哈市城管部门从8月初起，对全市功
能照明、景观照明设施进行了安全大
检查及全面维护，确保城市照明设施
节日期间完好率达到97%以上，亮灯
率达到98%以上。

同江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供同江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供

生活报讯（实习生李清荃 记者栾
德谦）“我年龄大了走路不方便，委托
你们帮我祭奠一下我的战友们。”在中
国烈士纪念日前夕，一通特别的求助
电话，打到了同江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这是95岁的抗战老兵李传美对移民
管理警察说的话。

记者从同江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了
解到，今年95岁的李传美老人是一位
抗战老兵。

1944年，年仅16岁的李传美加入
了八路军渤海军分区三支队，成为了

一名军医。1945年，17岁的李传美参
加官桥战斗，因优异表现，荣获二等
功。

李传美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
役、济南战役等。从小生在战争年代，
立志参军报国的李传美在战场不惧困
难险阻，抢救伤员，立二等功一次，三
等功两次，四等功一次，获独立自由奖
章1枚，解放奖章一枚，并在1948年9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据了解，1958年，李传美来到黑
龙江建设北大荒。如今，北大荒变成

了北大仓，李传美老人也在同江一个
美丽的小镇里颐养天年。但已到晚年
的李传美老人，还是放不下牺牲的战
友们。因为外孙是军人，也是边检警
察，老人有了委托外孙的想法。“我年
龄大了，走路不太方便，委托你们帮我
祭奠牺牲的战友们。”李传美告诉边检
民警。

同江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接到老人
委托后，大家欣然接受，立即组织民警
来到同江市烈士陵园为烈士们敬献鲜
花。

泪目！95岁抗战老兵李传美的嘱托

“我走不动了 可以帮忙祭扫烈士墓吗？”

生活报讯（记者李丹文/
摄）为欢度国庆，营造欢乐、
祥和、隆重的节日气氛，哈市
城管部门在全市开展“百条
街路、万面国旗”迎国庆活
动。全市设立近百条国旗街
路，共悬挂11162面国旗。

哈市城管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今年，各区在全市92

条主要街路路灯杆上悬挂
11162面国旗。同时，哈市
各区还动员重点商圈的商家
业户参加“挂国旗、迎国庆”
活动。道里区动员中央大街
主街、辅街，南岗区动员秋林
商圈、果戈里大街、花园街等
共计两千余户商家悬挂国
旗。

92条街路挂起11162面国旗

满城最美中国红

“十一”长假 18时到23时点亮 景观照明延长1小时

喜迎国庆喜迎国庆 璀璨灯光璀璨灯光扮靓冰城夜景扮靓冰城夜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