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热线

2021·1·14 星期四 本版主编 郑璐 编辑 孙堃 版式 赵博

A04城事 15004520099

生活报法律顾问
黑龙江同长律师事务所
主 要 业 务 ：法 律 咨 询
诉 讼 、非 诉 讼 业 务
咨询电话：17094511333
地址：南岗区黄河路136号

萝北县尖山硅石矿年产15万吨玻
璃用石英岩开采及酸洗石英砂改
扩建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按照生态环境部部令第

4号《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办法》规定，现将该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事宜进行信
息公开，详见 http://www.
huanpingbao.cn/jcb-portal/
publicity/publicity_detail?
id=14117

寻人启事
杨旭全，

男，智力不健
全，1998 年
与 家 人 走

失，如有线索或知其
下落者，请与杨先生
联系18246056769

注销公告
北京丰融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牡丹江分公司经股东赵燕研究
决定终止企业经营，现拟向工商
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营业执
照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231000MA1BDP972T。清税
注销已经完成。根据《公司法》
特此公告。

北京丰融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牡丹江分公司

2021年1月14日

公 示
本 人 韩 紫 龙（ 身 份 证 号 ：

230107198808090811）。 现为乐园二道
街13号 6门房屋（建筑面积70.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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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
征收补偿协议编号：01110550482。本人
自愿承诺：该房屋现为本人所有，产权无
争议，如本人承诺与事实不符，因该房屋
产权发生任何纠纷由本人承担全部法律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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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市
香坊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

异议书面材料送达地址：哈尔滨市香
坊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香坊区旭
东 街 55-7 号 ， 联 系 电 话 ：
0451-82956747。

2021年1月14日

寻人启事
由于房子动迁，现急寻

找原居住在哈尔滨市动力
区林机厂9楼楼下平房张
东 生 ( 身 份 证 号 码
2301071952****1811) 及
家人，本人陈继堂，身份证
号 码 2321261961****
5019，请速与我们联系，联
系电话：13613675766。

公 告
本人刘洋，拟向不动产登记机构申请

按照历史遗留问题零散户办理不动产权
登记，拟登记不动产坐落于哈尔滨市双城
区花园小区3号楼1单元202室，房屋用
途为住宅，建筑面积45.27平方米。本人
承诺该不动产权属无争议，所提供申请材
料均真实有效，并自愿承担由此产生的一
切相应后果和法律责任。

如有异议，请自本公告之日起十五个
工作日内（2021年2月3日之前）将异议
书面材料送达不动产登记机构。逾期无
人提出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不动产登记
机构将予以登记。

异议书面材料送达地址：哈尔滨市不
动产登记中心双城分中心。

联系方式：83363358。
公告人：刘洋

2021年1月14日

迁址公告
尊敬的客户：

根据工作需要，自2021年1月25
日起，国网哈尔滨供电公司道里区供电
公司华兴街营业厅搬迁至丽江路1837
号，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原华兴街营业厅的所有业务将
整体迁入新址，同时更名为丽江路营业
厅。从2021年1月25日起，正式对外
办理业务。

二、迁址后营业时间和办公电话号
码 不 变 。 咨 询 电 话 ：84861102
18724610406（吴海丹）

三、交通线路:客户可乘坐 239\61\
117等公交车到群力第六大道站下车。
因迁址工作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道里区供电公司丽江路营业厅

2021年1月14日

业务办理电话
89682777
15504651777

声明
通知

注销
寻人

生活报讯 (实习生郝天朔 崔迎迎 记者黄迎峰文/
摄) 13日，哈尔滨市道里区执法局对3家未按规定管理
的物业、15家未进行垃圾分类的商家依法下达了《责令
改正通知书》。在规定期限内未改正的，将依法处以相
应罚款。

13日上午，记者跟随执法人员来到地正街2号，在
小区的一角摆放2个餐余垃圾桶，里面堆满各种各样的
垃圾。在一处花坛前，摆放五个垃圾桶，里面堆放着各
种垃圾。执法人员立即联系了小区物业管理部门的负
责人，向其告知未按要求撤桶并点，垃圾混装混运，要求
物业部门立即整改，并对其处以相应罚款。

随后，执法人员来到达道街38号，大瓢把子东北绺
帮菜的厨房，看到整洁的厨房里只有一个垃圾桶。厨师
长告诉执法人员，可回收垃圾例如酒箱、酒瓶每天都有
专人回收，其他垃圾都放到一个垃圾桶里。执法人员对
其讲解了垃圾分类，并依法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随
后执法人员又对达道街、河鼓街、安固街、建国街等街路
的沿街商家、饭店、小吃店等垃圾分类情况进行了检查。

大瓢把子东北绺帮菜
厨房只有一个垃圾桶
道外区对18家未垃圾分类单位下达改正通知书

生活报讯（记者王萌）13日，
据省纪委监委网站消息，经黑龙江
省委批准，黑龙江省纪委监委对省
人大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委员会原
副主任委员李久春严重违纪违法
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李久春违反政治纪律，
串供并伪造、转移、隐匿证据，对抗
组织审查；违反组织纪律，违规为
亲属及他人谋取人事利益并收受
钱款；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
金；违反工作纪律，不正确履行职
责，擅自扩大项目建设投资规模；
违反生活纪律，败坏家风；利用职
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地位形成
的便利条件，在职工录用、职务晋
升、工程承揽、贷款发放等方面为
他人谋取利益，索取、非法收受他
人巨额财物，涉嫌受贿犯罪；违反
国家法律规定发放贷款，数额特别
巨大并造成特别重大损失，涉嫌违
法发放贷款犯罪。

李久春身为金融系统党员领
导干部，政治上丧失理想信念，背
离初心使命，对党不忠诚、不老实；
工作上滥权妄为，浪费国家巨额资
财，严重破坏金融市场秩序，并给
公共财产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经济
上疯狂敛财，将权力作为谋取个人
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生活
上败坏家风，严重损害党的事业和
形象。其行为已严重违纪违法并
涉嫌受贿犯罪、违法发放贷款犯
罪，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
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
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
分法》等有关规定，经省纪委常委
会会议研究并报省委批准，决定给
予李久春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
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
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
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随案
移送。

省人大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

李久春严重违纪违法
被开除党籍

民间接待案件一审受理时间 借贷合同成立时间 计息时间 利率
2020/8/20前 不考虑 自合同成立至借款返还之日 “二钱三区”利率最高24%
2020/8/20后 2020/8/20前 自合同成立至2020/8/19 “二钱三区”利率最高24%

2020年8月20日至借款返还之日 不超过合同成立时4倍一年期LPR
2020/8/20后 自合同成立至借款返还之日 不超过合同成立时4倍一年期LPR

生活报讯（记者栾德谦）13日，记者从哈尔滨市依兰法院获
悉，4日，该院已判出哈尔滨市“民法典”实施以来第一案——一起
案值5万元的民间小额贷款纠纷案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及最新司法解释，目前法律支持的民间借贷利息有所减低。

4日，哈尔滨市依兰法院当
庭宣判了一起小额民间借贷案
件。据记者了解，该案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于1月1日
正式实施后，哈尔滨市首个依
照民法典相关最新司法解释判
决的第一案。

记者从依兰法院了解到，
原告卢某曾于2019年3月，以
月利1.5分借给张某、朱某5万
元。经依兰法院审理查明，二
被告张某、朱某系母女关系，
2015年3月15日，二被告因经
商需要资金周转，在原告处借
款5万元，并为原告出具了《借
据》，《借据》中约定月利1.5分

（1.5%，贷出一万一月收益150
元），未约定还款时间。借款
后，二被告偿还了2015年3月
15日至2019年3月15日的利
息（3.6万）。现原告因二被告
未按约定偿还欠款本金及利
息，诉至法院。上述事实有原
告当庭举示的证据及当庭陈述
加以佐证，法院予以确认。

原告卢某提出诉讼请求：
请求依法判令二被告给付原告
欠款本金 5 万元及未付利息
（利息以5万元为本金，自2019
年3月15日起按月利1.5分计
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本案诉
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小额贷款纠纷案成“民法典首案”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冰城垃圾分类进行时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百六
十七条、第六百七十四条、第六百七十五条、
第六百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
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
次修正）》第一条、第二条、第二十五条、第二
十八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张某、朱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给付原告卢某欠款本金50,000.00元及利
息（利息以50,000.00元为本金基数，自2019

年3月15日至2020年8月19日按月利1.5分
计算，自2020年8月20日起按一年期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3.85%的四倍15.4%计算至实际
给付之日止）；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规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50.00
元及公告费560.00元，由被告张某、朱某负
担。

部分利息按新法规计算

哈尔滨“民法典首案”

案值5万元民间小额贷款纠纷案判了
部分利息按新法规计算

依兰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
保护。二被告在原告卢某处借款事实清楚，
有《借据》在卷佐证，双方借贷法律关系成立，
原告要求二被告偿还借款本金，符合法律规
定，该院予以支持。

与以往不同的是，关于借款利息，根据
2020年12月23日修改后施行的《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规定（第二次修正）》第三十一条规定：“本规
定施行后，人民法院新受理的一审民间借贷纠
纷案件，适用本规定。2020年8月20日之后
新受理的一审民间借贷案件，借贷合同成立于
2020年8月20日之前，当事人请求适用当时
的司法解释计算自合同成立到2020年8月19
日的利息部分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对于自
2020年8月20日到借款返还之日的利息部
分，适用起诉时本规定的利率保护标准计算。
本规定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以前作出的相关
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故本案中原、被告借贷利率自2019年3月15
日至2020年8月19日按月利1.5分计算，自
2020年8月20日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利率应
按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85%的四倍
15.4%（约等于月利1.28分）计算。

本案主审法官、哈尔滨市依兰法院达连
河法庭庭长高铁军向记者介绍，“从今年1月
1日起民法典及其司法解释正式生效以后，民
间借贷纠纷案件法院支持的利息是降低了。
最高法在认真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并征求金融
监管部门意见建议基础上，经院审判委员会
讨论后决定：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每月20日发布的一年期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4倍为标准确定民
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线，取代原《规定》
中“以24%和36%为基准的两线三区”的规
定，大幅度降低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
限，促进民间借贷利率逐步与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的实际水平相适应。”

民间借贷利率合法上限下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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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记者于海霞 李
丹）12 日夜间，哈尔滨市迎来
2021年第一场降雪，路面迅速被
降雪覆盖。哈尔滨市清冰雪大军
采取人机相结合循环作业方式，
连夜对全市街路进行清冰雪作
业，对人行道，过街天桥集中清
理，保障市民出行。

据悉，香坊区城管局全力保
证主要干道、重点坡路、交通节点
等重要区域街路畅通，按照边清
边运的工作要求,尽快组织拉运
工作，确保市民早高峰交通顺畅、
出行有序。组织专业队伍、各办
事处及各市场化清冰雪作业队伍
清雪工人对路边和人行步道等区
域进行细致清扫，确保不留死
角。同时，为了切实做好清雪作
业人员的安全防护工作，香坊区
城管局在每一条清雪作业街路设

置专职安全员，并投放了安全锥
和警示牌，确保了清雪作业人员
的安全，为道路畅通提供保障。

据了解，南岗区各清冰雪责
任单位密切关注雪情和道路情
况，合理摆布机械人力，对坡路、
桥涵、交通节点、主要广场和交通
瓶颈地带，采取先主后次、分段划
片、点线结合的方式，围绕城市轴
线、交通要道、快速干道等重点点
位，在降雪的同时开展清冰雪工
作，利用滚刷车、吹雪机等机械与
人工相互配合，反复清理，反复作
业，确保雪中、雪后路畅街通，市
民安全出行。

截至13日，南岗区共出动滚
刷383台次,吹风机16台次，铲车
26台次，拉运车辆155台，累计拉
运344车次，累计出动人员4537
人次。

12日夜哈尔滨迎来2021年第一场降雪

冰城环卫工连夜清冰雪
保障市民出行

生活报13日讯（记者栾德谦）13
日，记者从铁路部门获悉，为配合各地
政府落实疫情防控常态化措施，避免
重复购票退票给旅客带来不便，自发
售2021年2月12日（正月初一）车票
起，铁路车票预售期调整为15天，即
1月29日起售2021年2月12日（正
月初一）车票。1月 14日至 1月 28
日，只发售2月11日（除夕）及以前的
车票。

自1月29日起，旅客可在同一起
售时间通过12306网站、铁路12306
手机App、电话订票、自动售票机、车
站窗口和代售点方式购买车票，具体

起售时间可通过12306网站（含客户
端）查询。

自1月14日起，旅客因行程改变
需退票的，免收退票费的时间期限由
原规定的开车前15天以上同比例调
整为开车前8天（含当日）以上；7天及
以内退票的，仍按 48 小时以上、
48-24小时、24小时以内梯次退票收
费规定执行；办理改签和变更到站业
务时，仍不收取改签费用；其他情况仍
按原规定执行。

如遇疫情防控措施影响旅客出行
需要办理退票的，铁路部门将及时公
告相应退票措施。

铁路部门

调整车票预售期为15天
开车前8天及以上退票免费

生活报讯（实习生王一 记者何
兴丽）谚语说“冷在三九，热在中伏”，
一年中最冷就是“三九”，因为冬至后
虽然太阳辐射开始增加，但是相当长
的一段时间内地面的热量收入仍远少
于支出，所以气温还在下降，大约18天
后地面的热量收支接近平衡，就进入
了温度最低的时段——“三九”，但今
年的“三九”似乎有些不一样。

刚刚过去的“二九”，黑龙江省主
要有两次冷空气活动：元旦前后受东
亚大槽西伸影响，全省气温下降
2-4℃；1月6日至8日受东北冷涡影
响，全省气温下降3-6℃。“二九”期间
黑龙江省各地平均气温均较历史同期
偏低，西部地区偏低1-3℃，中东部地

区偏低4-6℃。
今年的“二九”已经冷出了新高

度，“三九”还会更冷吗？目前“三九”
已经过半，据黑龙江省气象台领班预
报员吴岩介绍，1月14至15日东南部
地区有小到中雪，局地中到大雪。降
雪过后气温下降，预计1月12日至16
日全省平均气温-20.2℃，整个“三九”
的平均气温(-21.2℃)将足足比“二九”
平均气温（-23.4℃）高2.2℃，但这并
不代表今年的“三九”不冷，因为与历
史同期相比仍然偏低了1.1℃，寒冷依
然在继续，这个“三九”还是有些冷。

进入1月以来，全省平均气温比常
年低 3.9℃，为 1961 年以来历史第 8
位，但今冬黑龙江省到底是“冷冬”还

是“暖冬”，到现在还不能完全下定论。
气候异常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

前期北极海冰为历史第二少，而北极
海冰偏少使得北极的极地涡旋分裂，
有的年份向欧亚地区分裂，有的年份
向北美地区分裂，2020年即为极地涡
旋向欧亚地区分裂。进入2020年12
月以来，欧亚中高纬呈较强的经向型
环流，乌拉尔山高压脊偏强，巴尔喀什
湖-贝加尔湖宽广的低压槽也偏强，在
海平面气压场上西伯利亚高压也明显
偏强，这些因素导致了到访我国的冷
空气频繁，但是路径偏西北方向，我省
位于北部冷空气的边缘，因此冷空气
对我省的影响相对较小，除了东南部
地区气温略低外，其它地区气温较常

年同期相比是略高的。但在2020年
12月末造访的一次全国性寒潮不仅陪
着我们跨年，还将1月上旬的气温整体
拉低。

二是拉尼娜现象的发生。拉尼娜
现象，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大范围海
表温度持续异常偏冷的现象。在多数
拉尼娜年盛期的冬季，欧亚中高纬环
流经向度都比较大，冷空气活动也偏
强，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的气温都容
易偏低。根据历史统计，拉尼娜发生
的冬季，我省气温大概率是偏低的，但
是也有不少年份气温偏高。

预计2月9日前，全省大部地市气
温比常年高0-0.5℃。有2-3次的弱
冷空气过程影响我省。

黑龙江黑龙江：：今年今年““三九三九””没有没有““二九二九””冷冷
北极海冰少北极海冰少、、拉尼娜现象发生……拉尼娜现象发生…… 气象专家是这么说的气象专家是这么说的

生活报讯（实习生王一 记者
李威兵）1月13日，省生态环境部
门与省气象部门基于现有环境空
气质量实时监测、大气污染过程模
拟分析结果，预计未来7日全省空
气质量变化情况如下：

1月14日-15日，西北部地区
扩散条件较好，其他地区扩散条件
一般，其中，哈尔滨、绥化扩散条件
较差。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其
他地区空气质量以良-轻度污染
为主，其中，哈尔滨、绥化空气质量
以轻度-中度污染为主，局地短时
可能出现中度以上污染。首要污
染物为PM2.5和PM10。

1月16日-18日，全省大部分
地区扩散条件较好，其中，哈尔滨、
绥化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以
优-良为主，其中，哈尔滨、绥化空
气质量以良-轻度污染为主。首
要污染物为PM2.5和PM10。

1月19日-20日，北部地区扩
散条件良好，南部地区扩散条件一
般，其中哈尔滨、绥化扩散条件较
差。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南部
地区空气质量以良-轻度污染为
主，其中，哈尔滨、绥化空气质量以
轻度-中度污染为主，局地短时可
能出现中度以上污染。首要污染
物为PM2.5和PM10。

今明两天哈绥今明两天哈绥或有或有轻轻--中度污染中度污染

未来七未来七天天哈尔滨空气哈尔滨空气
或以轻度污染为主或以轻度污染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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