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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记者赵政府）13日，哈
尔滨仲裁委员会公布2020年十大仲
裁案例。2020年，哈尔滨仲裁委员会
受理案件 4256 件，受案标的额达
81.64亿元；线下案件共审结案件1597
件，裁决结案 1015 件，调解撤案 582
件，调撤率36.44%；互联网仲裁共审
结案件2243件，裁决结案2237件，调
解撤案 6件。2020 年哈仲受理案件
类型已增至42个大类、68个小类，新
增案由类型4大类21小类，其中融资
融券纠纷、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纠
纷、新增资本认购纠纷等新类型案件
出现。为了普及法律知识，提升市民
及市场主体运用仲裁制度维权的能
力，现从2020年审结的案件中选取具
有典型意义的案例。

中介公司挪用客户房款

【案情简介】2018年11月，康先生
通过中介公司与季女士签订《房屋买卖
居间服务合同》，约定康先生以48万元
购买季女士所有的住宅房屋，并以银行
按揭贷款的形式进行支付。房屋总价
款中包含首付款34万元和按揭贷款14
万元，由中介公司代季女士收取并在一
定条件及期限内支付给季女士，待房屋
按揭贷款审批通过后买卖双方即进行
房屋产权变更。2019年3月，房屋按揭
贷款审批通过，康先生取得了案涉房屋
的不动产权证书。2019年4月，中介公
司因非法挪用客户房款由公安机关立
案侦查。此时，中介公司仅向季女士支
付首付款23万元，尚欠11万元未付。
事发后，康先生多次与季女士进行沟
通，希望季女士能够依约交付房屋，但
季女士以未能取得全部房款为由拒绝
向康先生交付房屋。康先生申请仲裁，

请求裁决季女士继续履行合同，交付案
涉房屋。

【仲裁结果】双方达成和解，康先
生撤回对季女士的仲裁请求。中介公
司占用的11万元的损失由双方共担，
康先生重新筹措6万元给付季女士，季
女士向康先生交付案涉房屋。待刑事
案件处理完毕之后，双方共同向中介公
司主张赔偿损失。

【仲裁评析】本案由于中介公司非
法挪用客户购房款，导致案涉合同不能
继续履行。案件审理过程中仲裁庭向
公安机关查证，案涉中介机构已经被公
安机关立案侦查，案件还未得到最终裁
判，因刑事判决的结果会对本案合同效
力及事实的认定等产生一定的影响，本
案依法中止审理，等待刑事判决结果。

亲属借贷靠证据保护权益

【案情简介】许某玉于2011年至
2014年 3月 5日期间，向许某米借款
4000万元，年利率为11%，还款顺序为
先利息后本金。2019年4月11日，许
某玉和许某米重新签订《借据》，约定：
一、许某玉于2011年至2014年3月5
日期间，向乙方许某米借款4000万元，
许某米将款打入许某玉指定人张某账
户。二、截至2019年3月4日前许某玉
已返还借款本金350万元，尚欠本金
3650 万元和自 2016 年 3 月 4 日至
2019年3月4日利息1203万元。三、
双方重新出具借款凭证，许某玉向许某
米借款金额为 4853 万元，借款期为
2019年3月4日至2019年4月29日。
其中，许某玉与许某米系叔侄，收款人张
某和许某玉是表兄弟。借款到期后，许
某米以许某玉拒不履行给付义务为由申
请仲裁。许某玉对于许某米的仲裁请求

4853万元本金无异议，并证实其所在小
额贷款公司资金链未断，没有欠款纠纷。

【仲裁结果】仲裁庭认为双方在债
的关系及履行方面均无争议，没有纠
纷，仲裁程序已不需要继续进行。仲裁
庭决定撤销许某米与许某玉民间借贷
纠纷案件。

【仲裁评析】仲裁法的立法目的和
仲裁前提是存在“经济纠纷”“合同纠纷”
和“财产权益纠纷”。本案许某米和许某
玉以及案外人张某之间没有实质性民事
权益争议，没有任何纠纷，许某米凭申请
仲裁之前补签的《借据》主张权利，意在
要求出具一份具有强制执行力的法律文
书。而当事人双方完全可以通过合意处
理既存债务，如果后续情况满足了认定
条件并确有仲裁或诉讼的必要，债权人
可以再行依法行使权利。

中介公司挪用客户11万房款
买卖双方靠仲裁解难题
哈尔滨市公布2020年十大仲裁案例

生活报讯（记者李威兵）12
日，市民孙先生联系到哈尔滨市
北方公证处，称自己十分着急，
询问能否在当天办理公证业务，
公证处工作人员仅用1小时15
分便为其完成办理业务，获市民
赞许。

12日上午9点45分，哈尔
滨市北方公证处公证员房晶接
到当事人孙先生的电话，通话
中，孙先生很着急，他去年就准
备去美国定居，在哈尔滨市北方
公证处办理了无犯罪记录公证，
因疫情原因未成行。一年后无
犯罪记录公证已过期，需要重新
办理，他临时从上海赶回哈尔
滨，仅能停留1天，本想着直接
到其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开具无
犯罪记录证明后再办理公证，却
被告知需要由公证处派人开具
证明，他联系了原来为其办理公
证业务的公证员房晶，希望公证
处能立即派人去开具证明并尽
快出证。

10点10分，孙先生到达北
方公证处。11点 25分，仅用1
小时15分钟，北方公证处就完
成了无犯罪记录公证事项的受
理、审查、核实、审批、出证等所
有程序，孙先生拿到了制作完毕
的无犯罪记录公证书。

男子要办公证已过期
来哈补办仅能停留1天
1小时15分
北方公证处免费“极速”办理

生活报讯（实习生朱恩慧 记者李
丹）6日起，生活报联合阿里巴巴天天
正能量发起“2020，我想说声谢谢你”
活动，邀请你分享自己的感动故事，向
过去一年曾经温暖过你的平凡好人表
达感恩之情。连日来，本报收到许多
读者讲述的温暖故事，13日，记者走近
香坊区清洁一中心二区队队长曲英，
听他讲述作为一名环卫工人室外作业
的辛苦。

49岁的曲英拥有11年的工龄，从
乐松到三大动力路，再到哈阿出城口，
每一条街路，曲英再熟悉不过。像12
日冰城的降雪天气，曲英一般凌晨就
要上岗作业，管理着400余人的作业
团队，事无巨细指挥清雪大军细致作
业，“凌晨到白天到夜晚，我始终在岗
位上作业，午夜时分，工人们回家了，
我还要再召集队长开会，研究第二天
的作业进度、要求，甚至开完会刚休息
了两个小时，又开始了第二天的工
作。”对于较真的曲英来说，工作忙时，

吃住在单位，是再常见不过的事情。
对于过去的2020年，曲英觉得，

对于工作，难度最大的就是疫情下的
安全，第一保护环卫工安全作业，第二
保护市民的出行安全，“我们有一个口
罩回收小组，我都要指导他们如何规
范化操作，消杀、拉运，回头也要给他
们做心理疏导，减轻他们的心理压力，
好在，现在大家已经适应工作流程规
范，顺利作业。”曲英是个急性子，工作
来了，他总是事事亲力亲为，梳理工作
细节。冬日里，曲英有一个饮水杯，总
是从单位出发作业时记得装上热水，
想着作业间隙喝一口，遗憾的是，想起
喝水的时候已经是十几个小时之后，
水杯里的水已经冰凉，甚至结了薄薄
一层薄冰，“一天说出无数话，到晚上
一天工作结束，嗓子嘶哑发声难，身为
环卫作业人员，这都是常事，我热爱我
的工作，希望在2021年，我们的城市
更整洁，这整洁，是我们辛苦努力的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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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
13204518939
广告勿扰

普洱茶

“2020，我想说声谢谢你”本次活动还特别
准备了精美温暖大礼包，慰问2020我们最应该
感谢的团队群体，征集感恩故事时间截止到15
日，我们将于1月末和正能量人物、正能量合伙
人等一起将礼包送达。

1，讲述感动故事，表达心中感恩；
2，加入我们，成为活动志愿者和我们一起

将祝福送达；
3，通过自己的方式为这些被感恩对象做更

多事情。
参 与 活 动 可 短 信 联 系 ，活 动 热 线

18704656128。如果你想感谢的人不在本地，也
可搜索关注“天天正能量”公众号，发送消息讲
述感恩故事，入选活动后主办方将代为转达。

香坊区清洁一中心二区队队长曲英

干活倒出空喝水水已结薄薄一层冰

想了解
其他八大仲
裁案件可扫
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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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记者李丹）新年伊始，
龙江彩市不断传来喜讯，2021年1月7
日双色球玩法刚刚中出两个九百多万
元的大奖，1月8日，“快乐8”游戏也紧
随其后，中出了2021年我省的第一注
大奖，哈尔滨一位年过七旬老彩民凭借
一张选九复式，成功中得1注选九中九，
加上其他小奖，共计奖金377280元。

中奖彩民刘先生（化姓）是福彩的
资深彩民，有着近二十年的购彩经验，
据他介绍从双色球游戏在我省上市的
第一期开始他就坚持购买，几乎期期不
落。2020年12月11日，“快乐8”游戏
在我省上市，有趣的玩法、新颖的形式
以及高达58%的返奖率，都吸引了刘
先生的兴趣，从第一期开始他就每期都
会进行投注。起初，因为对游戏玩法不
了解，“快乐8”游戏的几种玩法刘先生
都尝试过，后来经过不断地摸索和业主
的耐心介绍，刘先生便开始钟爱选九玩

法，因为选九玩法不仅中奖概率高，奖
金金额也比较大。没想到，很快刘先生
就通过选九玩法收获了“快乐8”游戏
大奖。

1月8日，刘先生在福彩销售站凭
感觉选了12个号码作为选九复式投注
号码，当晚业主将开奖号码发给了刘先
生，仔细一核对，刘先生惊喜地发现自
己中奖了，而且是大奖。在12个号码
中他成功命中其中的9个号码，也就是
中得了1注选九中九，单注奖金30万
元，还有其他小奖。他按捺不住激动的
心情，将熟睡中的妻子叫醒，马上将这
一喜讯告知妻子，沉浸在喜悦中的二人
几乎整夜没有睡着觉。

1月11日，刘先生在儿子的陪同
下来到省福彩中心办理兑奖手续时仍
旧激动不已，他说：“我们老两口都七十
来岁了，身体不好，有了这笔奖金可以
好好地看看病，也能养老了，感谢福彩

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惊喜”。刘先生也表
示，之所以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购买福
利彩票，一方面是因为期待中个大奖，
但更多的是因为福彩的公益宗旨，希望
通过这种方式奉献一点爱心，所以今后
也会继续坚持购买福利彩票。

生活报讯（记者李丹）2021年新
年伊始，龙江彩市就不断传来喜讯，双
色球大奖频出，彩民惊喜不断。

截至2021年1月10日，福彩双色
球游戏在2021年共开奖4期，我省彩
民就喜中一等奖2注、二等奖22注。
其中两注一等奖均出自第 2021003
期，两张中奖彩票分别出自哈尔滨市第
23012167号福彩销售站和七台河市第
23233013号福彩销售站。22注二等
奖花落6地，其中齐齐哈尔市中出9
注，哈尔滨市中出5注，大庆市中出3
注，佳木斯市、绥化市分别中出2注，鸡
西市中出1注。在追求公益的道路上，
龙江福彩彩民收获了满满的福气和连
连的快乐。

2020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面对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全省福彩系
统员工和彩民朋友们共克时艰，守望相
助。在极其不利的情况下，我省彩民仍
不忘初心，为福彩公益事业做贡献，在
福彩双色球玩法上取得了喜人的成绩，
全年共中出24注一等奖和353注二等
奖，频出的大奖一次次为彩民朋友送上
惊喜，也一次次点燃龙江彩民的购彩热
情。

福彩与公益同在，爱心与幸运相
连。每一张彩票都凝聚着彩民朋友的
爱心与奉献，每一注大奖的背后都是福
彩对热心彩民的回馈。我们期待有更
多热心公益的人加入到福彩事业中来，
为社会福利事业和公益事业奉献点滴
爱心，也期盼有更多彩民朋友，在爱心
奉献的同时，实现中奖梦想，收获福彩
惊喜。

福彩凝聚爱心
大奖接踵而来

生活报讯（记者李丹）1月12日
晚，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进行第
2021005期开奖。当期双色球红球号
码为07、09、14、26、30、31，蓝球号码
为04。

当期双色球头奖14注，单注奖金
为635万多元。这14注一等奖花落5

地，内蒙古1注,江苏1注,浙江1注,宁
夏1注,深圳10注,共14注。

二等奖开出76注，单注金额31万
多元。当期末等奖开出956万多注。

当期红球号码大小比为 3:3，三
区比为2:1:3；奇偶比为3:3。其中，
红球开出两枚斜连号07、09；一组二

连号30、31；一组奇连号07、09；一枚
重号 07；一枚隔码 09；蓝球则开出
04。

当期全国销量为3.59亿多元。计
奖后，双色球奖池金额为8.06亿多元，
下期彩民朋友将有机会2元中得1000
万元。

双色球21005期头奖14注 单注奖金为635万

记者从附近途径此地的呼兰至
李家县区公交车管理人员那里了解
到，“这趟公交客运县区班车途径:
姜家、王文举屯、民吉村、肖家窝棚、
姜家窝棚、王家村、孙家屯等多个村
屯，走819乡道，再进入202国道哈
黑公路去往呼兰老城区。因为肖家
窝棚和姜家窝棚交接点有占道停放

超宽大货车，让李家到呼兰县内班
车无法通行。王文举屯—民吉村—
肖家窝棚—姜家窝棚—王家村—孙
家屯，这些村屯都过不去。”

12日下午，记者已将此情况反
映给辖区松北区乐业镇。当晚，记
者接到政府办工作人员来电反馈：

“我已跟他们村里负责人说了，这里

早晚有途径的公交车。应该想个办
法让公交车能过去。”

13日早，记者再次接到车队反
映称，“今天这里依然有20多辆大
挂车占据道路。公交车无法正常通
行。”截至记者发稿，相关各方仍未
找到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

关于此事，本报将持续关注。

公交客运：因堵道几个村屯车走不了

哈尔滨松北乐业镇大挂车占据乡道 居民出行难

小车钻空 大车难过 公交客运绕行

12日上午，从市区乘车30多公里，记者
来到位于哈尔滨市松北区乐业镇姜家窝棚
附近黑大公路旁一处乡道看到，一处大院外
乡道上，有六七辆大挂车正停在路边等待进
院卸货。

记者了解到，这些大货车从去年12月至
今，几乎天天都在这里停上半天甚至一天，
导致附近从此经过的车辆通行极不方便，也
给居民出行带来不便。“经常二十多辆大挂
车往这一停就不管了。这道给堵的，小车靠
钻空，大车难过去，公交车都不从这走了。”
一位村民说。

在头一辆大挂车停车的位置，记者看到
路边有一处彩钢板房，记者走进去看到，很多
人正围坐一桌吃饭。当记者问：“这大车在这
停多长时间？为什么不动地方？”“中午吃饭
呢，我们工作人员都回来吃饭来了。”一名男
子回答。这名男子自称姓王，也是来送料的，
负责人没在这儿。

乡道停满大挂车
小车钻空大车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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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13日讯（记者栾德谦文/摄）近日，记者接到报料称，从去年
12月至今，由于乐业镇乡道被拉货的大挂车长时间占据，导致呼兰到李
家的县区公交车在附近无法正常通行，影响了附近多个村屯居民的正常
出行。连日来，记者前往现场进行了实地走访，并已将此情况反映给相关
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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