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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不挡
茶香，冬季来
临，茶来袭。
沁园茶庄疫
情期间推出
几款特惠古
树茶。
普洱生茶：
邦葳纯料古
树茶、临沧南
迫古树茶、易
武正山老树
茶饼、老班章
普洱茶、布朗
山纯料饼、乔
木青饼、大雪
山生饼、千家
寨古树茶。
普洱熟茶：
班章金毫、南
糯山七子饼、
宫廷贡饼、景
迈老树茶、
07 宫廷散、
勐海大叶散、
糯香小坨。
联系电话:
13204518939
广告勿扰

普洱茶

黑龙江信达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接受委托，依法公开拍卖哈尔滨市道
里区省公务员小区C1栋商业8号(群力第一大道1802、1804号）1-2层商
业房地产三年承租权，建筑面积约262.41平方米，参考价24.67万元/年。
请有意竞买者持有效证件及竞买保证金到我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登记截止时间：2021年3月6日12时
拍卖时间：2021年3月8日9时
展样时间（地点）：即日起（标的物所在地）
拍卖地点：哈尔滨市道里区上海街6号海上银座A栋22层会议室
联系电话：0451-51911012、51916555
公司地址：哈尔滨市道里区上海街6号海上银座A栋22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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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记者李威兵）26日，生活报
报道了哈尔滨市84岁张大娘被广告“忽
悠”，用680元买了两盒不对症的护眼贴，商
家一直不给退款一事。28日，张大娘再次
联系本报记者说：“谢谢生活报帮我维权，报
道见报以后，商家把钱给我退回来了。”

26日，生活报报道了哈尔滨市张大娘
因眼底有血块，治疗眼睛心切，在销售广告

中听到“都能治”，不小心被商家“忽悠”，花
680元买了两盒“全亿亮晶晶护眼贴”。买
回后才发现药不对症，花了很多冤枉钱。此
事一经报道，张大娘老两口便接到商家打来
的电话，表示愿意退款。

28日，张大娘再次联系本报记者表示，
商家已经来到家中，将两盒护眼贴取走，将
680元退还给了自己。张大娘的老伴韩大
爷说：“要不是生活报帮我们报道了这件事，
我们还不知道得上火多长时间呢，真是太感
谢了。以后我告诉老伴，绝对不会轻易相信
销售说的话了，买药要去正规药店买。”

“被‘全能护眼贴’忽悠走680元”后续

商家已给老人退了款

生活报讯（记者赵政府）2月28日，生活报刊发了“用
户网曝宏益床垫使用黑心棉，宏益集团称遭恶意抹黑”一事
引起广泛关注。哈尔滨宏益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孙崇新称，企业没有使用“黑心棉”，将起诉在短视频平台反
映问题的顾客。而购买宏益床垫的高女士丈夫告诉记者，
他已咨询律师，也将起诉宏益床垫。

名为“hongyiheixin”用户在短视频平台中反映，其购
买的宏益床垫填充物是“黑心棉”，其中含有废旧纸壳。对
此，宏益集团董事长孙崇新告诉记者：“在海绵生产过程中，
为了防止物料外溢，四周要用牛皮纸进行遮挡。海绵边角
料在生产压缩绵的过程中，要求必须把粘在海绵上的牛皮
纸撕掉，但是在操作中，工人可能没有撕干净，就少量掺杂
在了压缩海绵中。视频中说有纸壳是不正确的，那是牛皮
纸，牛皮纸对身体没有危害。”

“宏益集团”在短视频平台发布了一份哈尔滨市产品质
量检验院出具的检验报告，报告中指出：“不应使用医用废弃
物，废旧服装及其他类似废旧纤维制品；不应夹杂塑料编织
材料、植物秸或叶、壳、竹丝、刨花、泥沙、石粉、金属等杂物。”

“压缩绵中的杂质是牛皮纸”

对于客户提出家人患有湿疹可能与床垫有关的说法，
孙崇新认为无关，他承诺如果有医院诊断能证明是床垫导
致湿疹，企业愿意加倍赔偿。

孙崇新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接到投诉电话后一直和客
户联系保持沟通。虽然这张床垫早已过法律质保期3年以
上，但是公司还是提出可以免费任选新床垫，赔1-2张更
高端的床垫。可是客户不认可，执意提出要5万元赔偿，企
业没有同意。

针对用户在短视频平台称宏益床垫使用了“黑心棉”的
说法，孙崇新反复强调，该企业从未使用过“黑心棉”。记者
了解到，“黑心棉”是指劣质生活用絮用纤维制品的俗称。
一般生活用絮用纤维制品（被、褥、枕、棉服等）不符合国家
标准GB18383-2007中第4.1、第4.2条要求的，可认定为
劣质生活用絮用纤维制品。

“该客户在不具备任何权威机构检测佐证的情况下，在
短视频平台发布恶意抹黑我公司产品的视频，对我公司的
声誉产生严重影响。”孙崇新告诉记者，目前，宏益集团正在
组织材料准备诉讼，用法律手段来保护品牌的权益。

“准备起诉抹黑企业的用户”

针对宏益床垫欲起诉顾客一
事，2月28日，宏益床垫的顾客高
女士丈夫并没有感到意外，他表
示，他2月27日已和律师见了面，
详细交流了此事，他也将起诉宏益
床垫。如果宏益床垫起诉他，他也
将应诉。

“宏益集团”发布消息：诚望网
络平台积极履行平台监管义务，及
时删撤、屏蔽恶意诋毁之言论，坚
决抵制一切蓄意抹黑行为。截至
记者发稿时，该用户并未删除发布
的相关视频。

315生
活
报
官
方
微
信

生活消费投诉台生活消费投诉台
记者热线：15004520099

客户也将起诉宏益床垫

“用户网曝宏益床垫用黑心棉”后续：

起诉对方
客户与“宏益”均称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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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记者何兴丽）2月28日，黑
龙江省内普遍降雪，省公安厅高管局及时
启动应急预案，由指挥中心统筹指挥调度
各高速交警大队，全力做好应急处置工
作。降雪导致哈牡高速封闭后，省高管局

哈牡大队联系雪乡和亚布力的旅游客车，
通过客车微信群，提前摸清返回哈尔滨旅
游客车数量，确定好客车在亚布力收费站
集结时间，同时迅速调整沿线警力，安排部
署警车，做好警车带引护送准备。

15时30分许，哈牡大队勤务五中队教
导员刘权对7台旅游客车驾驶人进行了安
全提示和安全教育。随后，哈牡大队采取
警车带引、接力护送的方式，将7台客车、约
350名游客安全有序护送返回哈尔滨市区。

降雪致高速封闭

给力！警车护送350余名游客安全返哈

生活报
2 月 28 日讯（记
者李丹）2月28日4时
许，哈尔滨市再度降雪。9时
40分，市气象台发布暴雪蓝色预警
信号。记者获悉，从凌晨开始连续奋战，
各城区正集中优势力量抢通主干街路。
截至28日15时，全市已出动清冰雪作业
人员超18000人次，各类机械设备1900
余台次，清运积雪5500余车次。

“根据气象预报，全市清冰雪作业人
员和机械在凌晨4点降雪前就已经提前部
署到相关点位待命了。”市清冰雪办相关
负责人表示，此次降雪首先是降雪量比以
往都要大，最重要的是，此次降雪正赶上
气温回升，路面上的积雪非常容易结冰，
造成溜光大道。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给

此次清冰雪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
“我们必须与降雪量和结

冰速度赛跑，而且是

即
下 即 清
即运，迅速清
理主次干道、坡路，加强人行道、公交站
台、人行天桥清理，保证市民出行。”市清
冰雪办相关负责人表示，哈尔滨市一些地
方降雪量已经达到大雪量级，全市各个城
区正在通过机械梯队组合作业加人工的
模式快速清理主干街路，利用周末街路上
车流量相对平时较少的有利时机，展开更
高效的机械化战役，争取尽快完成主
干街路的积雪清运。确保周
一早高峰上班路不受
降雪影响。

生活报记者 李丹 文/摄
张国是哈尔滨市香坊区城管局清洁一中心机械化中队调度，在本场降

雪中，他手持对讲机指挥近60台清雪机械车辆，对哈尔滨市老动力区域进行
清扫作业，连续7小时作业，张国嗓子喊哑，眼中布满血丝。

从28日凌晨4点上岗，到记者采访时的11时许，张国一直往返于作业
区域。面部黝黑、眼中有红血丝的张国一边接受采访，一边调度指挥，“我
性子急一些，工作来了也顾不上别的，工作结束后，腰椎受不了，站起来
得扶着点车边。”张国没有戴手套，手拿对讲机的双手已经被寒风吹得
变红，张国揉搓着双手，在记者询问为什么不戴手套时，张国朴实地
一笑，“戴手套按对讲键子不方便。”

临近中午，张国返回单位，和同事们一起装运几十盒盒
饭，“这些是要给驾驶清冰雪机械的司机的，他们吃上

饭，下午还得接着干。”当记者询问张国吃饭没
有时，张国笑了笑，“先可着司机们

吃”。

生活报记者 李丹 文/摄
刘庆波，作为哈尔滨市道外区城管局清扫保洁二

队小队长，4时许已经站在所管辖的南直路点位，指挥
55名工人开始清理积雪。风大、雪急，刘庆波指挥作
业的声音，逐渐被埋没在风雪里……

28日9时许，刘庆波已经连续作业5个多小时，橘
色的作业服外落满雪花，领口的位置因为说话呼出的
哈气已经结满了冰晶，“我这口罩里又是水又是冰，隔
着一层口罩，喊起来、指挥起来，必须大声一些。”和
记者交谈，刘庆波嗓子有些嘶哑。

刘庆波和同事们在清理人行步道板的同时，
兼顾清理公交站台。“现在已经清理6个站台了，
站台难度较大，一个是人员流动大，清理难，另

外是车辆进出站频率高，人员作业要时刻留意清理环境。”
截至2月28日10时，刘庆波带领同事们已经将40
吨积雪攒堆完毕，等待拉运车辆清理积雪。

香坊清雪调度张国

凌晨到岗
为按对讲机不戴手套

道外环卫工刘庆波

连续作业五小时
清理出六个公交站台

平房环卫工管红军

这场雪水分大
清起来挺耗体力

生活报记者 李丹 文/摄
哈尔滨市平房城管局清扫保洁大队副队长管红军，拥

有14年的从业经验。2月28日凌晨降雪后，他于凌晨5时
许，带着老伙伴对讲机上岗了。管红军穿着加厚的棉鞋，
指挥着同事们加紧清理，“雪水分大，清理起来，尤为消耗
作业人员体力，不用多一会儿，胳膊就开始酸胀。”

“平房区积雪清理难度较大，主要是企业集中，早高峰
时间人员流动较大，这就要求我们抢在高峰期前清理主要
路段。我们500余名环卫工团队作战，加上大型机械，目
前已经打通100余万平方米出行区域的主路。”降雪还在
继续，管红军的对讲机里，不间断地通报着清雪的情况。
管红军的眼镜片上，哈气已经结了一层冰晶，他时不时用
手擦拭一下。

接近11点，管红军又调度车辆，安排当日下午拉运积
雪的事情。当记者询问午饭在哪吃时，管红军憨厚地笑了
笑，说不着急，“早晨出门在路边买了一个肉夹馍，垫了一
口，中午饭，一会不忙的时候再说吧！”

哈尔滨清雪总动员
昨晨四点开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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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