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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庆伟主持召开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第三十二次会议暨
省疫情防控指挥部会议

精准施策坚决有效遏制局部疫情蔓延扩散
加强领导压实责任从严抓好全省疫情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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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我想说声谢谢你#

赵忠良夫妇志愿六余载
帮行动不便老人理发
AA0909

“葱”忙涨价 一斤9元
向钱“葱”令人咋舌
AA0707

中高风险地区抵哈人员一律实行“14+7+3”管控措施

确诊病例 哈尔滨1例
无症状感染者 齐齐哈尔7例 伊春1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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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金矿爆炸山东金矿爆炸
2222人仍人仍被困被困
生活报记者目击救援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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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公司：管线上冻导致
正在施工会尽快恢复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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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号胖头鱼49元/条
叁号胖头鱼（一条装） 净重：7斤左右
原价：698元 现价：258元
贰号胖头鱼（一条装） 净重：8斤左右
原价：688元 现价：298元
壹号胖头鱼（一条装） 净重：9斤左右
原价：1180元 现价：398元
查干湖野生鲤鱼（一条装） 净重：5斤
原价：698元 现价：238元

广告

查干湖野生胖头鱼
直供本报 抢订开启

火爆抢订 产地直供本报
查干湖野生胖头鱼、

鲤鱼新鲜出水后连夜运
抵本报。今起接受预
订！想尝鲜的朋友可电话订
购，3-5天送货上门。店面
少量现货，请致电垂询：

0451-5778100
本报指定医药超市：南岗区通达街151号与清明四道街交口迎春节，团购更优惠

又到了查干湖冬捕的黄金时间又到了查干湖冬捕的黄金时间。。千里冰封的湖面上千里冰封的湖面上，，一张张大网通过一张张大网通过
人人工工开凿的冰洞撒向湖底开凿的冰洞撒向湖底，，眼看着万尾鲜鱼跳跃而出眼看着万尾鲜鱼跳跃而出，，你是不是也想尝尝你是不是也想尝尝
鲜鲜？？为为了满足吃货们的渴望了满足吃货们的渴望，，正宗查干湖野生鱼直供本报正宗查干湖野生鱼直供本报，，今起开始订购今起开始订购。。
胖头鱼胖头鱼、、鲤鱼肉质细嫩鲤鱼肉质细嫩、、鲜美纯正鲜美纯正，，快为新年家宴添一道应景好快为新年家宴添一道应景好菜菜！！

生活报讯（记者李威兵文/摄）12
日，住在哈尔滨市南岗区邮政街357号
楼的宋先生通过本报热线反映，该楼4
个单元已经停水4天，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恢复供水。当日，记者联系到哈尔
滨供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表
示，由于管线上冻导致停水，目前工人
正在施工，争取尽快恢复供水。

12日，记者来到邮政街357号楼，
一进院就能看到在4单元门前堆着一堆
碎水泥块，进入单元门，能看到一楼楼
梯间的地面被人刨了个坑，坑里有个
洞，洞下面就是该楼的地下室。宋先生
说：“昨天好几个人过来把这刨了个坑，

我下楼去拎水，回来被绊了一下，差点
摔了，幸亏这地方比较窄，我扶着楼梯
把手才没摔倒，不然水桶都得扣身上。”

宋先生告诉记者，自己家住在4楼，
这栋楼从1单元到4单元突然停水，没有
任何通知，已经4天了。楼道里又被人
刨了个坑，把楼板都给刨漏了，导致拎水
时十分不便。宋先生去找物业，物业说
这是自来水弄的，和物业没关系。宋先
生说：“到现在已经4天了，4个单元全都
没水，也不知道到底啥时候能来水。”

记者来到负责该小区的中润物业
了解情况，物业工作人员说：“那都是自
来水弄的，具体我们也不清楚。一开始

他们（自来水的人）说要在4单元那串管
子，把地面砸开了，后来又说不用了。
都是他们整的，恢复也得他们恢复。我
听说是因为泵房管线上冻了，导致停
水，具体啥时候能恢复供水得问自来
水。”

随后，记者向哈尔滨供水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了解情况，工作人员表示，因
为有居民家中管线爆裂，维修管线时关
了水闸，导致地下自来水管线上冻，造
成居民楼停水。目前工人正在抢修，争
取尽快恢复供水。刨开楼道也是为了
维修管线，工人也会尽快对其进行修
复。

哈尔滨市邮政街357号楼

4个单元停水4天

生活报讯（记者王秋实 仲亮）1
月11日，本报“访民问暖”专栏关注了
齐齐哈尔市昂昂溪区部分居民家室温
不达标一事。报道刊发后，引起昂昂
溪区住建局的高度重视，该局派工作
组进驻供热公司，24小时监管锅炉运
行情况。目前，居民家室温已经达标
了。

12日，记者对此前采访的部分居
民家进行了电话回访，居民们表示，室
温有了改善，现在室温已经达标了。
宏顺小区一期居民景女士告诉记者，
报道刊发后，区住建局和供热公司的
领导亲自到家里检查地热管线，之后，

地热开始渐渐热起来，现在室温已经
能达到20℃。

据昂昂溪区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生活报报道昂昂溪区部分居民家
室温不达标后，区住建局抽调干部成
立工作组，派驻工作组24小时监管供
热公司锅炉运行情况，分时段查看锅
炉供回水温。同时，顺建热力有限公
司要针对存在问题认真整改，面向全
区居民发表道歉声明，依法依规对供
暖不达标的住户退还取暖费。区级分
管领导要对全区供热公司就此次事件
进行约谈，做到举一反三，自查自纠，
确保杜绝此类问题再次发生。

“齐齐哈尔昂昂溪区30多户居民反映家里冷”后续

居民家室温达标了

记者来到阿城区城市管理行政执
法局，据一位工作人员说，这种情况他
知道，已经接到过几次群众上访，但因
这些广告车一直在路上行驶，应该归交
通部门负责，他们是没有权限扣押车辆
的。据他所知，这些车都没办相关审批
手续，因为广告公司根本办不下来在路
面上进行宣传的审批手续。

记者又来到哈尔滨市公安局交

通警察支队阿城大队，据一位张副大
队长说，他也知道这件事，但他们只
负责路面上这些车辆行驶是否遵守
交通规则，要求这些广告车不能并排
在道路上行驶，至于声音扰民的问
题，他们管不了。如果想从根本上解
决这个问题，应该政府出面，把几个
职能部门叫到一起，一起协调这个问
题，单个部门应该解决不了。

相关部门称一个部门解决不了

生活报讯 (记者郭登攀 王萌文/摄）哈尔滨市阿城区广告车在闹市巡游
愈演愈烈，居民吐槽声音太吵。据居民们反映，少则三五辆，多则十余辆，有面
包车、卡车，甚至还有三轮蹦蹦车组成广告车队招摇过市，发出震耳欲聋的声
音，播放垃圾广告词，所到之处对居民的听力造成冲击、困扰。然而，相关职能
部门却表示，单个部门应该解决不了。

11日14时许，记者在阿城区延
川大街和解放大街交口处看到，三辆
同型号面包车，车外包装着巨幅广
告，一边在街上慢悠悠地行驶，一边
以巨大的音量播放着商业广告。车
队所到之处，居民们想说话得大声
喊，有些居民干脆捂住了耳朵。

附近居民张先生说：“这几辆车
已在街上绕好几圈了，这两天总有广
告车上街宣传，这么大的噪音太烦人
了。”记者注意到，车上的广告是某名

品家居今年的开年广告，有促销活
动，还有电话和地址。

张先生说，他家在附近住，经常
路过这条街，不知啥时候开始，阿城
流行用广告车宣传，其实做广告有时
可以方便大家购物，但是不能太过
分，这种广告车的音量放得特别大，
隔一条街都能听到，这就不是宣传
了，变成了强制行为，不想听也得听，
广告车一过，在屋里都能听得清清楚
楚，有时候正睡着觉都能被惊醒。

车队来了 未见其影先闻其声

“广告车最烦人了，开得特别慢，
而且一出来就是一个车队，半幅道都
被占了，你要想超车，震得耳朵疼。”
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出租车司机，他
们纷纷向记者吐槽。

据出租车司机张师傅介绍，这种
广告车什么型号都有，最多的是小型
皮卡和面包车，有时候还有三轮车，

他见过最多的时候十多辆三轮车组
成车队在闹市区进行宣传。

“车上都藏着大型外放设备，别
看车不咋地，但音量足够大，丝毫不
顾及居民的感受。”张师傅说。另一
位出租车司机则认为，用这种扰民的
方式宣传，其实对于商家是负面的宣
传，从长远看影响商家的形象。

慢慢悠悠 影响其他车辆通行

当天，记者对做广告的某名品家
居进行了采访。相关负责人表示，他
们一直采用这种方式进行宣传。

据该商场的苏经理介绍，他们的
确在做广告车的宣传广告，已经持续
几天了，虽然广告车外放的声音有点

吵，“但是宣传的效果还可以。”
记者以也想做类似广告为由，询

问该广告是在哪儿做的。对方表示，
阿城现在有两家广告代理公司都能
做这种外放广告，价钱还不太贵，具
体数额属于商业秘密，不便透露。

暗访做广告商家 外放广告一直这么做

哈尔滨市
阿城区

街头广告车外放震天响
相关部门称一个部门解决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