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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设施如何自检呢？记住这“五招”。首
先要准备所需材料：水、洗涤剂、海绵或刷子、小
镜子。将洗涤剂与水按照1:20的比例搅拌均匀，
制成检漏液。自检燃气设施重点部位有：燃气立
管穿楼板和灶台处、所有燃气管线连接口和燃气
具、连接管。对于不易观察的部位和角度，可以
用小镜子辅助观察。

检查操作一：观察燃气管线穿楼板处和灶台
处是否有腐蚀现象。如有腐蚀现象，请立即拨打
96377客服热线报警。

检查操作二：用海绵蘸取检漏液，涂刷管线
上所有接口，包括表具接缝处、灶前开关，如果观
察到检漏液出现连续不断的气泡即为泄漏，请开
窗通风，立即拨打96377客服热线报警。

检查操作三：请仔细查看燃气连接管，是否
有老化、变硬、皴裂、破损等情况。连接管是有使
用年限的，需要定期更换。燃气连接管两端必须
用卡具固定。

检查操作四：使用超过八年的燃气具，国家
规定强制判废，应立即更换。请购买和使用带有
熄火保护装置的灶具。

检查操作五：如果家中存在厨房住人、胶管
穿墙、气源混用、燃气管线负重、使用直排式热水
器等安全隐患，请立即整改。

看看这五招 学会燃气设施自检

黑龙江元辰律师事务所
诉讼业务：建设工

程、房地产、银行金融、
刑事诉讼、劳动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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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通知

注销
寻人

★ 本人陆艳珍，不慎将哈尔
滨润恒物流发展有限公司保证
金 票 据 丢 失 ， 票 号
HW-002655，一 期 交 易 区
C4-10,金额10000.00元。

特此声明

★ 哈尔滨市香坊区万家米业
经 营 部 注 册 号:
230106601073672。不慎将工
商执照副本丢失。

特此声明作废

★ 本人刘佳，不慎将道里区
康安路2号恒祥城一期12号楼
二单元1502室购房合同丢失。

特此声明

★ 刘佳购买道理区康安路2号
恒祥城一期12号楼二单元1502
室，购房资金往来收据遗失。

特此声明作废

★ 哈尔滨市道外区川茶汇茶
室不慎将营业执照副本丢失，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230104MA1AAMJT0J。

特此声明作废

★ 黑龙江省正创建筑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不慎将公章，财务
章，名章(王端业)丢失。

特此声明作废

★ 哈尔滨纵贯家居有限责任
公司，账号：699894181 ，开户
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哈尔滨分行，银行开户许可证丢
失，核准号：J2610037314401。

特此声明作废

★ 黑龙江省乾程国际物流有
限公司；不慎将道路运输证（营
运 证 ）丢 失 ：车 牌 号 ，黑
AP1523。 运 输 证 号 ：
230100148988。

特此声明作废

丢失声明

★ 绥棱县聚美爱和水稻专业
种植合作社将2016版增值税普
通发票（二联折叠票）四张票据丢
失，发票代码：028001900104，发
票起始号12479975，发票终止号
12479978。

特此声明作废

★ 哈尔滨市建国医药连锁有
限公司武源分店不慎遗失营业
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230104775033940D。

现声明作废

★ 佟金超遗失黑龙江省军宇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资
金往来结算票据一份，收款号
BNo.5353537,金额117868元，
交款事项，C202号楼四单元阁
楼一门（全款）。

特此声明作废

★ 哈尔滨市道里区宏达俄罗
斯商品行，不慎将营业执照正本丢
失，注册号：230102600117063。

特此声明作废

★ 郎相福遗失在道里区群力
新区三环路与第五大道交口，11
号楼1单元 3层03房，哈尔滨市
商品房销售预收款专用票据一
份 ，票 号 ：00093715，金 额 ：
652646元。

特此声明作废

★ 哈尔滨市自由谷网吧(投
资人：刘富滨）不慎将组织机构
代 码 证 丢 失 ，证 号 ：
MA19437E—6A。

特此声明作废

★ 李 强 ，身 份 证 号
23010219691221131X，道里区
安和街7号（证载安化1603栋安
化街162号）国有非住宅租赁证
丢失。

特此声明作废

生活报讯（记者丁燕）记者从哈尔
滨市气象台了解到，本周多阵性降雨并
伴有强对流天气，气温较为“高调”。由
于凌晨风力较小、湿度较大，局部地区可
能出现短时间的大雾天气，请注意交通
安全。

20日夜间-21日，哈市以晴或多云
天气为主；22-26日，全市多雷阵雨天
气，雨量分布不均，并可能伴有短时强降
水、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本周
气温总体较高。其中，20日气温较低，
最高气温为21～25℃；21-26日气温较
高，最高气温为27～32℃。本周需重点
关注强对流天气引起的短时大风。其
中，20-24日、26日风力较小，平均为

2～4 级；25 日

风力加大，平均为4～5级。哈尔滨市气
象台提醒，由于本周哈市多阵性降雨，并
易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等强
对流天气，请相关部门防范强对流天气
带来的不利影响。本周气温总体较高，
请注意防暑降温。

全省方面，20日夜间到21日白天：
佳木斯东部阴有小到中雨，大兴安岭北
部、双鸭山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
区晴有时多云。21日夜间到 22日白
天:大兴安岭南部、黑河北部、齐齐哈尔、
绥化、哈尔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
地区晴有时多云。22日夜间到23日白
天：黑河、伊春、齐齐哈尔北部、绥化、哈
尔滨、佳木斯西部、七台河、牡丹江北部
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

生活报讯（记者张立）20日，
记者从哈市政府获悉，根据相关规
定，哈尔滨市生态环境局组织开展
了2019年度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工
作，环保诚信企业为145家，1家
为环保警示企业。

据悉，哈市共有151家企业参

评，根据2019年度各企业环境行为
信息，经过评价打分、公示、反馈意
见、复核等程序，最终评定为环保诚
信企业（绿牌）145家，环保良好企
业（蓝牌）5家，环保警示企业（黄牌）
1家。其中，环保警示企业为双城市
金海岸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哈市发布2019年度
重点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结果

双城金海岸纸业被亮被亮黄牌黄牌

生活报讯 近日，黑龙江省现代农
业试验示范中心在哈尔滨市香坊区公
证处两位公证员的监督下，在松花江
涝洲国家水产资源保护江段开展鱼苗
放流活动。

据悉，本次放流鱼苗品种主要为
鲢鱼和草鱼夏花，其中鲢鱼鱼苗实测
规格为3-4厘米，草鱼鱼苗实测规格
为 6-9 厘米。放流鱼苗总数达到
1728万尾，其中鲢鱼鱼苗1440万尾，

草鱼鱼苗288万尾。放流苗种均经过
黑龙江水产研究所和水产技术推广总
站进行疫病检查和药残检测，结果符
合国家放流标准。

据了解，本次放流为黑龙江省现
代农业试验示范中心开展的首次放流
活动，下步还将持续开展水生增殖放
流活动，建立增殖放流长效机制，为推
动保护渔业生态、渔业绿色发展增添
力量。

1728万尾鱼苗放流松花江

生活报讯（记者丁燕）近年来，哈市因燃气灶具不合格、胶管老化、使用不当等原因引发多起燃气
爆炸事故。为防止此类事故再次发生，消除老旧小区的安全用气隐患，经哈市防疫指挥部批准，中庆燃
气7月20日起，将集中开展居民用户安全燃气检查工作，力争在4个多月完成80万用户室内安检工作。

本次入户安检以彻底查清
隐患、消除隐患为目标，本着“抗
疫情、除隐患”的宗旨，以“入户
安检为主，远程视频指导安检为
辅”的工作思路进行开展，除安
检工作外，同时还将开展客户端
抄表追费、设施维修、隐患整改、
便民服务、表具更换、安全宣传
等工作。在计划安检前3天，中

庆公司将在楼栋单元门前张贴
《居民用户燃气设施安检通知》，
告知用户提前做好准备。如果
工作人员在上门检查时无法联
系居民，工作人员将在居民家门
上张贴《到访不遇告知单》，居民
可据此联系工作人员，在检查周
期内回访。

安检过程中，中庆燃气安检

员将身着红色工装、佩戴写有员
工专属编号的胸卡。为了配合防
疫需要，安检员将携带核酸检测
报告，身着防护服、佩戴口罩等，
严格按照各项规章制度及操作规
程进行安检。如果安检员防疫措
施不到位，用户可以拒绝工作人
员进门或拨打中庆燃气客服电话
96377进行投诉。

单元门口提前贴通知 安检员带核酸检测报告入户

小区及用户允许安检人员
进入时，室内安检中发现需用户
自行整改的安全隐患，应在《室内
设施安全检查表》中隐患告知单
部分明确标注，向用户讲解隐患
情况存在的风险，提示用户及时
整改，对这类用户汇总后，要定期
回访，督促整改，确定整改情况，
填写《用户整改确认单》。需中庆
公司处理的安全隐患或表具问

题，由该公司各营业分公司组织
人员立即进行整改。

若未被允许进入小区或用
户不同意安检人员入户时，各营
业分公司采取远程视频指导方式
进行安检工作。中庆燃气将提前
与街道办、社区沟通，通过微信群
等渠道协助用户以楼栋或单元为
单位，利用网络与安检员进行线
上交流，由安检员在线上实操讲

解安检方法。对用户室内燃气设
施、燃气器具及用气环境进行全
面检查。将相关隐患填写至《室
内设施安全检查表》中，拍照发送
给用户，告知用户隐患位置及整
改措施。需中庆燃气处理的安全
隐患或表具问题，应及时与社区
及用户沟通，告知隐患可能造成
后果，与社区及用户约定时间，组
织人员立即进行整改。

居民不同意入户 安检员可用视频远程指导安检

哈尔滨天气预报
21日白 多云 28℃

夜 晴 18℃

22日白 多云有雷阵雨 31℃
夜 多云有雷阵雨 21℃

23日白 多云 32℃
夜 多云 21℃

本周哈市气温“高调”
还有短时大风

家里请留人
中庆燃气对冰城80万用户开展室内安检

单元门口提前贴通知
安检员带核酸检测报告报告入户入户

资料片资料片

序号 名称 执行法院 案由
1 大兴安岭广源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塔河县人民法院 买卖合同纠纷
2 黑龙江购百特便利店管理有限公司 哈尔滨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合同纠纷
3 五常市东坤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哈尔滨铁路运输法院 买卖合同纠纷
4 黑龙江省纵横广告有限公司 哈尔滨铁路运输法院 合同纠纷
5 黑龙江氏乐邦超市有限责任公司 哈尔滨铁路运输法院 劳动争议
6 齐齐哈尔市惠光农业集团有限公司 哈尔滨铁路运输法院 借款合同纠纷
7 黑龙江鑫源昊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齐齐哈尔铁路运输法院 合同纠纷
8 黑龙江省恒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绥化市北林区人民法院 建设用地使用权合同纠纷
9 绥化福有商贸有限公司 绥化市北林区人民法院 租赁合同纠纷
10 绥化市日升淀粉制品有限公司 绥化市北林区人民法院 借款合同纠纷
11 黑龙江鼎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宝泉岭人民法院 承揽合同纠纷
12 大庆彤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大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服务合同纠纷
13 大庆百湖创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大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14 海林市君昊木业有限责任公司 绥阳人民法院 劳动争议
15 哈尔滨胖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沿江人民法院 买卖合同纠纷
16 绥化农垦信达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绥北人民法院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17 哈尔滨龙华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绥北人民法院 无因管理纠纷
18 黑龙江太平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绥北人民法院 合同纠纷
19 大庆展华生化科技有限公司 绥北人民法院 买卖合同纠纷
20 齐齐哈尔喜农达农业机械有限公司 绥北人民法院 合同纠纷
21 海伦市金茂粮油有限公司 绥北人民法院 买卖合同纠纷
22 哈尔滨咖美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 劳动争议
23 黑龙江圣基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 借款合同纠纷
24 哈尔滨市百氏佳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 劳动争议
25 哈尔滨安杰玛健康管理中心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 劳动争议
26 黑龙江省红枫叶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 合同纠纷
27 哈尔滨哈药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 借款合同纠纷
28 哈尔滨旭丰农机装备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 买卖合同纠纷
29 黑龙江泰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 借款合同纠纷
30 黑龙江省东方圣火装饰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 合同纠纷
31 黑龙江志诚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32 哈尔滨东宇农业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 借款合同纠纷
33 哈尔滨市装卸运输总公司道外公司 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法院 劳动争议
34 哈尔滨新一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法院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35 哈尔滨会普亮化工程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法院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36 黑龙江嘉德汇地房地产经营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法院 合同纠纷
37 黑龙江省万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法院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38 哈尔滨正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法院 人格权
39 黑龙江宏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法院 合同纠纷
40 哈尔滨益丰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法院 物权
41 黑龙江远成物流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法院 运输合同纠纷
42 黑龙江建业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法院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43 黑龙江汇赢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法院 合同纠纷
44 海林市北味天然食品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法院 劳动争议
45 哈尔滨金鑫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法院 买卖合同纠纷
46 哈尔滨市东龙广告商务有限责任公司 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法院 承揽合同纠纷
47 哈尔滨环琪商贸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松北区人民法院 租赁合同纠纷
48 哈尔滨市林权流转活立木交易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松北区人民法院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49 黑龙江省金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松北区人民法院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50 黑龙江融兴世纪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香坊区人民法院 合同纠纷
51 黑龙江天泰生态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哈尔滨市香坊区人民法院 合同纠纷
52 哈尔滨哈电物资经销总公司 哈尔滨市香坊区人民法院 买卖合同纠纷
53 哈尔滨车铭堂二手车经纪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香坊区人民法院 借款合同纠纷
54 五常东亚电子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香坊区人民法院 借款合同纠纷
55 哈尔滨市诺林经贸有限责任公司 哈尔滨市香坊区人民法院 租赁合同纠纷
56 黑龙江地丰涤纶股份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阿城区人民法院 劳动争议
57 黑龙江明达湿地旅游投资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呼兰区人民法院 侵权责任纠纷
58 双城市宏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呼兰区人民法院 借款合同纠纷
59 哈尔滨梦幻雪国旅游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宾县人民法院 承揽合同纠纷
60 哈尔滨大兴酒业有限公司 宾县人民法院 债权转让合同纠纷
61 依兰县陆通经贸有限公司 依兰县人民法院 债权转让合同纠纷
62 五常市富家粮油有限公司 五常市人民法院 买卖合同纠纷
63 哈尔滨传奇采砂有限公司 巴彦县人民法院 买卖合同纠纷
64 黑龙江鼎盛尚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通河县人民法院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65 延寿县延加粮油贸易有限公司 延寿县人民法院 责令退赔
66 延寿县永臣粮油贸易有限公司 延寿县人民法院 责令退赔
67 黑龙江禹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延寿县人民法院 借款合同纠纷
68 齐齐哈尔大数据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齐齐哈尔市龙沙区人民法院 劳动争议、人事争议

序号 名称 执行法院 案由
69 齐齐哈尔市宏士汽车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齐齐哈尔市铁锋区人民法院 借款合同纠纷
70 齐齐哈尔天德同辉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人民法院 买卖合同纠纷
71 齐齐哈尔天和思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人民法院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72 依安县万兴货运有限公司 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人民法院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73 讷河市高升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讷河市人民法院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74 讷河市高升酒业有限公司 讷河市人民法院 合同纠纷
75 依安县北方面业有限公司 依安县人民法院 劳动争议
76 齐齐哈尔朗盛陶瓷有限公司 依安县人民法院 买卖合同纠纷
77 大庆市炫土地水稻种植有限公司 泰来县人民法院 种植、养殖回收合同纠纷
78 齐齐哈尔华宇飞凌饮品有限责任公司 泰来县人民法院 借款合同纠纷
79 泰来县鑫源泓水泥制品有限公司 泰来县人民法院 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
80 鸡西市森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鸡西市中级人民法院 借款合同纠纷
81 鸡西市永兴典当有限责任公司 鸡西市鸡冠区人民法院 合同纠纷
82 黑龙江鼎利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鸡西市鸡冠区人民法院 民间借贷纠纷
83 鸡西市银隆担保有限公司 鸡西市鸡冠区人民法院 民间借贷纠纷
84 鸡西市荣和食品加工有限公司 鸡西市鸡冠区人民法院 工伤保险争议
85 鸡东县鑫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鸡东县人民法院 合同纠纷
86 密山市中远豆业贸易有限公司 密山市人民法院 借款合同纠纷
87 黑龙江天顺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密山市人民法院 合同纠纷
88 黑龙江国利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鹤岗市工农区人民法院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89 双鸭山市家家通便民服务有限公司 双鸭山市尖山区人民法院 合同纠纷
90 黑龙江领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双鸭山市尖山区人民法院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91 双鸭山市岭东区富山矿业有限公司 双鸭山市岭东区人民法院 借款合同纠纷
92 宝清县同利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双鸭山市岭东区人民法院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93 宝清县宝通出租车有限公司 宝清县人民法院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94 饶河县双达报废汽车回收有限公司 饶河县人民法院 借款合同纠纷
95 大庆市广宏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大庆市龙凤区人民法院 合同纠纷
96 大庆立天唐人置业有限公司 大庆市龙凤区人民法院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97 大庆昌升商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大庆市龙凤区人民法院 委托合同纠纷
98 哈尔滨众志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大庆市龙凤区人民法院 买卖合同纠纷
99 大庆市庆友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大庆市龙凤区人民法院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100 大庆益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大庆市龙凤区人民法院 供用热力合同纠纷
101 大庆美吉华茂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法院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102 林甸县金牧人畜牧业有限公司 林甸县人民法院 借款合同纠纷
103 大庆四合田园植物蛋白有限公司 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借款合同纠纷
104 大庆四合田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借款合同纠纷
105 铁力市盛祥商厦有限公司 铁力市人民法院 租赁合同纠纷
106 佳木斯市中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佳木斯市向阳区人民法院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107 佳木斯天龙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佳木斯市向阳区人民法院 民间借贷纠纷
108 佳木斯巨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佳木斯市前进区人民法院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109 佳木斯金恒房地产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佳木斯市郊区人民法院 借款合同纠纷
110 同江市子君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同江市人民法院 合同纠纷
111 同江圆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同江市人民法院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112 黑龙江上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同江市人民法院 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
113 富锦市东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富锦市人民法院 买卖合同纠纷
114 桦南县圣鑫热力有限公司 桦南县人民法院 侵权责任纠纷
115 桦川县东晟米业有限公司 桦川县人民法院 借款合同纠纷
116 汤原县玉达米业有限公司 汤原县人民法院 买卖合同纠纷
117 宁安市金德木业有限责任公司 牡丹江市东安区人民法院 借款合同纠纷
118 牡丹江亿丰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牡丹江市东安区人民法院 建筑施工合同纠纷
119 黑龙江省江河医药包装有限责任公司 牡丹江市东安区人民法院 民间借贷纠纷
120 黑龙江响水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牡丹江市东安区人民法院 借款合同纠纷
121 牡丹江尚品中俄宝玉石加工有限公司 牡丹江市东安区人民法院 合同纠纷
122 牡丹江市东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牡丹江市东安区人民法院 买卖合同纠纷
123 牡丹江明华小吉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牡丹江市阳明区人民法院 买卖合同纠纷
124 牡丹江梓枫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牡丹江市爱民区人民法院 劳动争议
125 牡丹江华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牡丹江市西安区人民法院 买卖合同纠纷
126 牡丹江宜轩商贸有限公司 牡丹江市西安区人民法院 劳动争议
127 黑龙江省东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牡丹江市西安区人民法院 承揽合同纠纷
128 牡丹江瑞合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牡丹江市西安区人民法院 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
129 海林市海强水泥实业有限公司 海林市人民法院 买卖合同纠纷
130 哈尔滨市绿阳饮品有限公司 海林市人民法院 买卖合同纠纷
131 海伦市华慧粮食经销有限公司 海伦市人民法院 买卖合同纠纷
132 庆安鸿昇牧业有限公司 庆安县人民法院 买卖合同纠纷
133 庆安县金阳光购物广场有限公司 庆安县人民法院 租赁合同纠纷
134 庆安县佳鑫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庆安县人民法院 借款合同纠纷
135 北安市龙腾装饰装修有限公司 北安市人民法院 租赁合同纠纷
136 嫩江县嫩江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嫩江县人民法院 劳动争议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布第七批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生活报讯（记者孙海颖）20日，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布2020年第七批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黑龙江购百特便利店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安杰玛健康管理中心有限

公司、哈尔滨新一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黑龙江远成物流有限公司等共计136家企业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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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 今年3月25日，哈市王女
士通过微信购买了哈尔滨女王美容职业
技能培训学校的美容培训课程，转账
3480元，可后来课程一直没有开课。6
月，王女士在女王培训机构群里突然收
到一条微信，宣布女王教育机构无法继
续经营，彻底终结所有业务，也就是说倒
闭了。对于未上的课程，机构称可帮学
员转到其他培训学校，但退费的事却无
人处理，王女士表示无法接受这样的说
辞。日前，王女士向本报热线反映此事，
17日，记者对此进行走访了解情况。

生活报讯 7月19日，哈市安乐街道
对前期实地踏查的老旧小区内的违法建筑
物进行集中拆除。此次拆除违建均为历史
遗留的占用公共空间或堵塞防火通道的棚
厦、门斗。此次拆除工作，街道与拆迁队联
合行动，拆迁队出动大型机械90钩机一
台，40米升降车一台，此次共计拆除面积
约750平方米。

执法人员介绍，在拆除前期，执法人员
与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曾多次来到现场走
访，与违建行为人沟通，大部分违建者年纪
都较大，沟通存在难度。一位男子为了逃
避执法，保护自己违建在楼体边的小棚厦，
多次装傻，不与工作人员沟通。街道办事
处工作人员十余次来到男子家中讲解法律
法规，对其进行说服教育，最终男子同意拆
除。19日拆除当日，在拆除违建过程当
中，又有部分违建者假装喝醉酒阻拦拆除
工作，安乐办事处主管领导到达现场办公，
与20名执法人员和社区主任为居民答疑，
化解矛盾，并根据拆迁实际情况及时调整
拆迁计划，最终拆迁工作顺利完成。

哈市安乐街道拆除700平方米私建

为阻止违建被拆
男子装傻逃避执法男子装傻逃避执法

哈市王女士投诉女王教育机构：

交3480元 1天课没上
一条微信宣布倒闭
南岗区人社局：约谈负责人

17日，记者来到哈市南岗区
果戈里大街194号的女王教育机
构，学校的大门紧锁，在大门上贴
有南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的通知，表示请教育机构负责人3
天内到南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说明情况。现场记者拨打王
女士提供的女王教育机构负责人、
法人代表的电话，均无人接听。记

者又拨打了女王教育机构注册申
请的预留电话，电话中一位姜姓的
负责老师告诉记者，她已经离职
了，但现在帮接听学员的电话，告
知女王学校已经解散的情况，如果
学员想继续学习可以联系她，她义
务帮忙联系新的学校学习，但她只
代表她个人接受记者采访，关于现
女王教育机构的问题她不清楚。

一条微信宣布倒闭 学校人员联系不上

王女士告诉记者，在得知女
王教育机构倒闭后，她曾多次向
其工作人员要求退款，可原女王
教育机构的负责人、老师均表示
已经离职，如何退费他们不清
楚。随后王女士等人向南岗区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投诉女王教
育机构无法继续经营，彻底终结
所有业务倒闭的情况，并等待相
关部门的回复。

当日 11 时许，记者来到南
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创业就业科的郭征科长接受采
访，郭科长表示已经有学员向
他反映女王教育机构突然停课
的问题，现该局已经向女王教
育机构下达通知，要求机构负
责人3天内到局里说明情况，逾
期将信访案件移交劳动监督部
门进行处理。

人社部门：
正约谈负责人 逾期将移交劳动监督部门

冰城拆违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