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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联系方式。多位记者将值守
在热线、官方微信随时接收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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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投诉线索，您可以通过生活报官方
微信、电话等方式进行投诉和举报，记
者将及时与您联系，助您维权。您可
以通过生活报官方微信、电话等方式
说出您的遭遇和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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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实习生郝天朔 记
者黄迎峰）近日，家住哈尔滨市香
坊区白毛小区的居民田女士反映，
自家附近的瑞霖堂大众浴池预售
大量澡票后出兑，很多居民的钱要
打水漂了。26日，记者对此事进
行了采访。

据田女士介绍，这家大众浴池
于2015年开始营业，因为老板的
父母都是白毛小区的老邻居，所以
附近居民都十分信任这家浴池。

开业之后，这家店推出了澡票的活动，
澡票面值为9.9元，卖给居民5元钱一
张，可以洗澡一次，因为优惠力度挺大，
居民们都买了不少。2020年疫情期
间，浴池随即停业，2020年6月开始至
7月，浴池曾有一个月的时间不接受使
用特惠的澡票。7月之后，开始正常销
售特惠澡票，又有很多人去购买。

据田女士说，仅她一人手中就有
100多张澡票，加上其他人转让给她的
澡票，价值共计约36000元。不少居

民手里有大量澡票，以附近老
年人群体居多，“报警后警方
核实情况，有1700多名居民
的澡票无处兑换，澡票共计折
合人民币价值20余万元。”

随后，记者从香坊警方了
解到，2020年12月6日，原老
板陈某将该浴池出兑给韩某
和刘某，并将营业执照注销。
2020年 12月6日至15日期
间，新接手的负责人开始以和
原来的老板有经济纠纷为由
不接受澡票的兑换。12月15
日，该浴池关门停业。12月
17日，有多名购买澡票的居
民，将此情况反映给香坊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香坊大街市场
监督管理所，并且到辖区派出
所报了警。

接到报警后，警方为辖区
居民联系前后两任浴池老板
核实情况，并请来律师为市民
解答。下一步，居民们将通过
法院诉讼程序维权。

生活报讯（实习生王一 记
者李威兵）25日，消费者盛先生
通过本报热线联系到记者，说出
了自己的苦恼。2019 年 1 月，
盛先生在哈尔滨南岗区中山路
254 号负一层 108 室的博奥斯
健身馆，办理了为期两年的家庭
卡，共计 3898 元。自盛先生办
理会员卡之后，5月 1日健身馆
才开始营业。2020 年春节后，
该店一直处于关门状态，直到
2020 年底，博奥斯健身馆更名
为轻氧健身，盛先生余下一年半
的会员时限，也随着新店的出现

而大打折扣为6个月。目前，原
健身馆没有对会员卡余额、会员
健身等系列问题给出任何正面
答复。

“还有人办三年、五年、终身
的会员卡，他们更闹心。”盛先生
告诉记者，因为博奥斯健身馆当
时宣传的是“24小时营业、健身
项目齐全”，所以他才在2019年1
月办理了为期两年的家庭会员
卡，当时健身馆承诺，正式营业时
间为2019年5月1日。健身馆营
业到2020年春节前，随后一直处
于关门状态，并且电话也打不

通。2020 年底，博奥斯健身馆
“摇身一变”成了轻氧健身，开始
对外招募新会员，并且对原博奥
斯健身馆的会员剩余时间进行了

“缩水”处理。盛先生会员卡内剩
余的一年半时间被缩减为 6个
月；其余三年、五年的会员剩余时
间缩减为8个月。盛先生希望能
找到原健身馆老板，将自己的健
身卡余额退回。

26日，记者来到位于南岗区
中山路254号负一层108室的博
奥斯健身馆，发现早已“改头换
面”，变成了轻氧健身。这里大门
紧锁，牌匾上招募新会员的条幅
也在摇摇欲坠。随后，记者联系
到了南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局
长告诉记者，原博奥斯健身馆经
营人的电话无法打通，已经被设
置成异常状态。

目前，博奥斯健身馆无法进
行废业，南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仍在加紧联系该健身馆的经营
人，对此，本报将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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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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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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勿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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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养老公司
招自理、半自理卧床老人，吃的好，住的
好，玩的好，照护好，交通便利，配套齐全，
药店、洗衣房、食堂、护士站、老年大学、
琴棋书画特色班、24小时热水、冰箱、互
动电视、无线网络等。哈西红星城3号楼
电话:0451-51025111/13936510333
乘坐57.58.82路区间车直达

公 告
请下述人员于2021年4月1日

前，到本企业办理签订终止劳动合
同协议、债务和解协议、签认厂办大
集体职工（退休人员）补助资金支付
单等相关手续，如未按期办理，相关
一切不利后果均由你本人承担。

人员名单：王雅英、张涛、周丽、
赵巍、徐连英、姬翠玲、李志红、栾晓
翠、王娟、王淑杰。

哈尔滨市铁路预应力波纹管厂
2021年2月25日

生活报讯（记者郭登攀 时继凯
文/摄）2月27日，在哈尔滨市道里
区经纬十道街一处老旧家属楼上，
六楼的住户因为想去楼顶检查漏水
情况，不幸坠楼身亡。

2月28日中午，记者来到经纬
十道街62号居民楼院看到，这里不
仅是楼顶积雪无人清理，地面上的
积雪也厚厚一层。事发位置是在一
处8层楼与6层楼相连的拐角处。
小区居民向记者介绍了2月 27日
的情况，中午时院内传来人员嘈杂
声，警车和急救车接连赶来，居民
发现位于两楼拐弯处的二单元门
前，有一人倒在地上。很多居民表
示认识该人，其是这处6楼的顶层
老居民，现已搬走，房子是租户居

住。
据小区居民透露，听租户和同

行人说，当时租户跟房主说，近期室
内漏水，房主与其亲属打算一起去
房顶看看，是不是因为积雪融化而
漏水。房主是想通过旁边邻楼靠近
6楼楼顶的窗口迈入他家的楼顶。

记者来到6楼租户房门外，敲门
但无人应答。小区居民告诉记者，
这户居民也不在这里住了。有居民
告诉记者，小区清雪一直不好，居民
被逼得没有办法只能自己想办法清
雪。记者找到该小区所辖先锋物业
经纬分公司，据一位值班的女工作
人员讲，由于该小区执行的是每平
方米2角钱的收费标准，物业公司不
负责清雪。该物业只负责小区上下

水和院内马葫芦清掏，以及声控灯
等。针对小区有顶层出现漏水情况
咋办？其表示可以在5、6月份报上
来，物业做防水施工。目前小区积
雪情况让居民找社区解决。

记者又从辖区工程街道办工部
南段社区获悉，事发这处楼院是原
车辆厂老家属楼，物业公司不能因
收费标准低，就对服务内容打折扣，
既然可以给楼顶做防水就可以对积
雪进行清理。当日事发后，社区工
作人员赶到现场，死亡男子57岁。
该人从窗户出去的位置与相邻楼房
间有1米多远的距离，还没有到达相
邻的6楼房顶。目前警方初步判断
为意外坠亡，其他相关部门还在进
一步调查之中。

生活报2月28日讯（记者时继凯 赵政
府）哈尔滨市迎来降雪，28日早，机场高速
公路上发生多起车辆肇事，事故中多辆车不
同程度受损。同时，由于事发在早高峰时
段，事发路段造成了严重交通拥堵，上百台
车短时滞留在路面上。机场高速的路况信
息显示，市区往机场高速方向17.3公路处有
多起肇事，产生拥堵长度约2.5公里。

途经机场高速的一位乘客给记者提供
的视频和照片显示，市区往机场方向路面上
都是积雪，连续发生了多次事故。一辆小轿
车追尾了一辆黑E牌照的大客车，小轿车机
盖子等严重受损，一辆北京牌SUV横在路
中央。还有多辆车相撞或者撞到了护栏上。

据现场人员讲，事发时间在7时30分
许，由于雪大路滑，机场高速接连发生多起
车辆肇事，由于后续车辆不断驶来，肇事又
接连不断地发生。事故中不仅有多车严重
受损，车内人员也有受伤。事故造成后续
车辆严重受阻，拥堵的车龙从现场往市区
方向一眼看不到头。辖区交警和120急救
人员迅速赶来处置，同时机场高速路政部
门也迅速处置，现场疏导肇事车辆防止次
生事故。

据另一司机介绍，事故发生在六七点
钟。当时路面上积雪挺多。事故车拆解
后，才开始清雪。

截至9时30分许，机场高速市区往机场

方向17.3公里路段肇事基本拆除，途经该路
段的车辆可以正常通行。据悉，据现场人员
初步不完全统计，在事故中不同受损车辆有
近30辆。同时，现场有3辆120急救车将伤
者送往市区。记者从哈医大二院急诊获悉，
目前已经有4名伤者送医，1名女子卡破鼻
子和面部，还有3名男性伤者，初步检查都
没有严重受伤，正在处置。辖区警方正在对
事故原因和相关情况展开调查处理。

记者从机场高速咨询热线获悉，目前机
场往市区方向车行正常，市区往机场方向发
生了多起肇事，正在统计当中。目前限速
40公里每小时，车行缓慢，提醒乘飞机的乘
客要提前出行，以免耽误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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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疑积雪融化楼顶漏水
男子想上去查看意外坠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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