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就此情况，生活报帮办记者向哈市
交警部门了解到，哈市住建部门正在第
五大道围挡施工，具体施工期限需要问
住建部门，“关于市民反映红绿灯时长需

调整的建议，我们会马上调整群力第六
大道和崂山路交口的红绿灯配时。路边
违停车辆多的问题，也将加大查违停的
力度。”

交警：立即调整红绿灯配时加大查违停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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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见习帮办记者刘维娜 首
席帮办记者李丹）近日，生活报帮办热
线接到市民曲女士的来电：“我在某视频
App上看到一个清洗洗衣机的视频，觉
得挺好的，可是我自己在家操作的时候
没有像视频里那样排出污水。我想问一
下，正确的洗衣机清洗方法是什么？”

接到曲女士的来电后，帮办记者联
系了省妇联龙妹家政中心的张鑫。张鑫
告诉记者：“洗衣机最好的清理方法就是

使用专用清洁剂。在正式清洗之前，需
要先将洗衣机的配件用清洁水清洁干
净，如波轮洗衣机的过滤器，或是滚筒洗
衣机的洗涤剂抽屉、排水过滤器以及洗
门封圈凹槽处。接下来再往洗衣机洗衣
桶内倒入适量的清洁剂，波轮洗衣机选
用单洗涤程序，而滚筒洗衣机则选用自
洁模式，静待程序结束即可。”在此，帮办
记者提醒广大读者，建议结合具体情况
咨询专业人士，并进行相关操作。

洗衣机怎样正确清洗？

生活报讯（见习帮办记者刘维娜 首
席帮办记者李丹）近日，哈市市民沈小
姐给生活报帮办记者打来电话咨询：“我
母亲借给好朋友钱，打了一张欠条，但是
欠条上未写利息，现在我母亲想要利息，
但是她不给，想问一下，这个问题该怎么
解决？”

黑龙江同长律师事务所徐凌：因在
借款合同即《欠条》中没有约定利息，因
此在借款期限债权人不能向债务人主张
利息，债权人只能在向人民法院起诉债
务人后，从主张权利之日起要求债务人
承担法定利息。同时建议结合事件发生
的具体情况咨询专业律师。

借款合同里没写利息怎么办？

生活报讯（帮办记者李威兵
文/摄）27日，哈尔滨市民通过生活
报帮办热线反映，南岗区二酉街19
号院顶楼居民已经两年无法正常
用水，卫生间设施无法使用，向社
区、物业投诉了很多次，但一直没
有人来解决。

住在二酉街19号院7楼的王
大娘告诉帮办记者，家里卫生间已
经两年无法正常使用，因为卫生间
不是没有水，就是水压不够。王大
娘说：“每次物业就说，我给你问
问，我知道了，然后就没信了。过
几天再找物业，物业还是那句话，
根本也不解决问题。三楼、四楼还
能好点，我们顶楼全都这样。”

27日，生活报帮办记者来到王
大娘家中，打开卫生间水龙头，虽
然有水流出，但是水流非常小。王
大娘告诉帮办记者，自己平时就这
样打开水龙头放水，用手盆接水，

水攒多了再洗手。平时洗衣服只
能去厨房用盆接水，卫生间的水根
本没法用。“马桶冲不了水，得接了
水过来冲。热水器也不能用，得在
厨房烧热水洗漱。”王大娘打开厨
房的水龙头，虽然水压不大，但水
流还算正常。

帮办记者向小区其他居民了
解情况，同样住在7楼的王先生说：

“7楼卫生间一直都没水，我们找了
很多次了，没用，现在不少人都不
在这住了。”

当日，生活报帮办记者联系到
负责该小区的社区，社区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该小区由先锋物业负
责。记者联系到物业工作人员，物
业工作人员说：“我现在发群里问
一问。”记者表示，此事已经不是一
天两天了，物业工作人员说：“行，
我知道了。”帮办记者将继续关注
此事。

二酉街19号院顶层

卫生间无法正常用水两年了 首席帮办
李丹

17800590268
水电气
帮办
李威兵
17800590259

帮办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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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群力第六大道附近特别堵
交警部门：立即调整信号灯 加大查违停力度

生活报讯（实习生金鑫 帮办记者栾德谦）25日，生活报出行帮办热线接到
哈市市民王先生来电反映，由于群力第五大道封路，车流量都集中在第六大道
上，导致周边拥堵程度大大增加。就此情况，生活报帮办记者向哈市交警部门了
解情况。

25日，哈市市民王先生向生活报
帮办记者反映，群力第六大道阳明滩
大桥以西路段比较拥堵，早晚高峰更
为严重，“从民生尚都雅园到阳明滩大
桥路段，以前开车五六分钟，现在将近
三十分钟，行驶十分艰难。以往还可
以有别的路线绕行，但最近群力第五
大道修道，导致车流量都集中在第六
大道上。”

此外，王先生还向记者反映了违
停占道问题，“群力第六大道本来是双
向通行六车道，但路两边停车长期占
用两车道，加上第六大道上有多个公
交车始末站和多个公交站牌，导致此
处公交车辆聚集，经常有一排车道常
年被占用，其他汽车行驶只剩下一条
路，左转和直行被迫在一条车道上行
驶，拥堵更加严重。”

市民：民生尚都附近早晚高峰拥堵

25日中午，记者来到哈市群力第
六大道周边走访观察发现，周边路段情
况确实如王先生所述。14时40分许，
还没到晚高峰时段，但群力第六大道崂
山路路口自西向东方向，车流已经开始
聚集，一旦遇到红灯或公交车停靠等情
况，就会形成行驶缓慢、堵车的情况。

王先生告诉生活报记者，鉴于目
前的车流情况，这里的红绿灯设置应
当作出相应调整：“现在群力西区几乎
只剩下第六大道可以通行，但红绿灯
的长短并没有进行改变。其实这段道
路的红绿灯并没有以前的作用了，甚
至还耽误出行。”

走访：未到晚高峰已开始堵车

随后，就市民反映的公交首末站停
车问题，生活报帮办记者向哈市公交97
路李队长了解情况。李队长告诉记者，

“97路终点停车并不影响附近车辆通行，
主要是因为首末站前方民生尚都路边违
停车辆特别多，私家车还经常占用公交

车的停车位置，小区因为疫情管控，没有
录入的车辆不能进入，导致有些车辆堵
在小区出入口，那里刚好离路口不远，所
以经常堵车。有时路边能停出两排车
道，现在每天晚高峰，群力第六大道崂山
路路口到阳明滩方向基本堵死了。”

97路车队：终点停车不影响交通

出行帮办
栾德谦
17800590257

9797路车队李队长提供路车队李队长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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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友联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接受委托，依法对桦南县悦城广场
城市综合体1期商场及地下车位和8号楼，2期酒店及洗浴中心和婚庆
等部分房产进行公开拍卖。

竞买者请携带竞买人身份证及竞买保证金办理竞买登记手续，登
记截至时间至2021年9月3日下午3时。

拍卖时间：2021年9月4日上午10时
拍卖地点：哈尔滨市南岗区和兴路161-1号和兴园8楼
展示时间：即日起
展示地点：标的所在地
标的详情咨询电话：18245018006

拍
卖
公
告

军人素质，真诚服务，七折优惠，全市各区均可发车
退役军人搬家
18745057660
18845765103
信誉搬家

15331886393
15904504951
18245175648

居民 公企 大学生搬家 长短途搬运 空调安装
专业拆装家具 钢琴 可开发票 配货物流
道里
道外
群力
哈西
南岗
香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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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坐57.58.236公交车直达
电话:0451-51025111、13936510333

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
刊登
电话13796106320

急售写字间/办公室两套
哈尔滨道里区上海街 7号

海上银座写字楼，因房主迁移外
省着急售卖，价格可面谈。房屋
建筑面积一套130平米；另一套
170平米，精装修，两套房在一个
楼层，可一并购买也可单独出
售。房屋地点好，位置佳，属观江
房可俯瞰松花江，房主去年重新
装修完毕，新换中央空调系统、供
暖系统，且走廊正对电梯门处有
约5平方位置可放置牌匾。

18645184468

急售江北花园洋房
哈尔滨江北区天鹅湖花园小区

31 号楼洋房一套，因房主迁移外省
着急售卖，价格可面谈。房屋建筑
面积 180 平米，四楼（顶层），毛坯
房，三室二厅二卫带阳台，地热房，
属私产房屋。房屋紧邻江北虎园、
哈尔滨大剧院，小区园林面积占比
30%以上，环境好，位置佳。

联系电话

18645184468

此楼整体出售
哈尔滨市道里区东风街89

号，左侧临东风街与右侧临高谊
街，两街交叉口。此楼建筑面积
5300平米，楼层-1到 7层，原东
方宾馆，现有结构为8层共计122
间客房，可按要求改造，地下室1
层可做餐厅，带一部电梯，楼体外
有停车位，消防手续合格。

李先生:18545620356
宾馆招租

哈尔滨市南岗区龙江
街91号，黑龙江煤矿机械有
限公司房产 1-4 楼对外招
租，原为快捷宾馆，建筑面
积约2286平方米，现仍以宾
馆对外招租。

详情见黑龙江联合产权交
易所（http://www.huaee.net）。

13069869797、87586512
联系电话

生活报中缝广告生活报中缝广告
生活报分类广告生活报分类广告
受理地址：哈尔滨道里区地段
街1号生活报一楼阳光大厅
刊登
电话
当天办理，次日见报。

也可线上定稿，邮寄报纸。

84681180
15004697804

军人素质 真诚服务 居民 公企
长短途搬运 专业拆装家具 钢琴

吉利搬家

15945995322
13903650494
13904614842
13945059319

道里道外
群力哈西
香坊动力
江 北

真诚搬家
企业搬家 居民搬家 专业搬钢琴 搬运大件
拆装家具 长短途运输 诚信为本 七折优惠

13704806638
18846811551

搬家刊登电话

王萍13351116219

搬家专栏搬家专栏搬家专栏搬家专栏搬家专栏搬家专栏搬家专栏搬家专栏搬家专栏搬家专栏搬家专栏搬家专栏搬家专栏搬家专栏搬家专栏搬家专栏搬家专栏搬家专栏搬家专栏搬家专栏搬家专栏搬家专栏搬家专栏搬家专栏搬家专栏搬家专栏搬家专栏搬家专栏搬家专栏搬家专栏搬家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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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见习记者杨惠暄记者黄
迎峰）近日，鸡西市公安局城子河公安分
局破获特大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案，打
掉制酒、销售团伙2个，制酒加工厂、外包
装设计公司、印刷厂7个，存酒和存储外
包装窝点9个，破获刑事案件8起，抓获犯
罪嫌疑人9人。扣押假冒某“知名品牌白

酒”3200余箱，涉案金额2亿余元。
2月3日，鸡西市公安局城子河公

安分局接到线索：城子河区一库房内存
放了大量某“知名品牌白酒”，检查发现
此酒非该权利人公司生产产品。经初
查，确认此案系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
品案。专案组通过对城子河区存酒人

员闫某进行询问、侦查，确认其他省市
的上线后，专案组先后赴辽宁、贵州、广
东、四川等13个省市开展工作。今年4
月以来，专案组相继抓获了以丁某彪为
首的生产销售假冒“知名品牌白酒”犯
罪嫌疑人9人。经审讯，该团伙交代了
非法组建加工厂，私自灌装白酒，印刷、

粘贴带有“知名品牌白酒”的商标，并用
该“知名品牌白酒”的外包装进行全国
销售的犯罪事实。经查，该团伙2017
年至2020年期间非法生产销售该“知
名品牌白酒”共计3.5万余箱。

目前，丁某彪等9人已被依法采取
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鸡西警方破获特大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案鸡西警方破获特大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案

团伙灌装团伙灌装““名牌白酒名牌白酒””销往全国销往全国
涉案涉案22亿余元亿余元

生活报讯（见习记者李成茁 记者赵政府）26
日上午，双鸭山市集贤县发生一起刑事案件，一男
子在自家行凶后，跳楼身亡。

记者从当地了解到，犯罪嫌疑人今年50多岁，
住在8楼。

集贤县公安局27日发布警情通报：2021年8
月26日11时许，集贤县福利镇安邦现代城小区发
生一起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高某因婚姻矛盾在
自己家中持刀将妻子杨某某杀害，并将岳母闫某
某和妻弟杨某捅伤。闫某某在被送往医院后，经
抢救无效死亡，杨某经抢救已无生命危险，现在医
院治疗。案发后，犯罪嫌疑人高某跳楼身亡。

双鸭山集贤县

男子持刀杀死妻子
捅伤岳母、妻弟后跳楼身亡

生活报讯（见习记者杨惠暄 记者黄迎峰）27
日，黑龙江省公安厅公布，去年8月至今，我省侦办
涉黑涉恶案件34起，破获各类刑事案件205起，查
封扣押冻结涉案资产价值13.6亿余元。

据了解，去年8月至今，我省警方通过常态化
开展扫黑除恶斗争，核查涉黑涉恶线索572件，侦
办涉黑涉恶案件34起，破获各类刑事案件205起，
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资产价值13.6亿余元。严厉打
击严重暴力犯罪案件，297起现行命案保持全破，

破获本地命案积案148起，抓获命案积案逃犯143
名。

同时，还深入开展了“云剑”“断卡”等专项整
治行动，破获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1.26万余
起。侦破网络赌博案件760起，冻结扣押、收缴
追缴涉案资金6.5亿余元；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
件2410起、毒品刑事案件1118起、食药环犯罪案
件4951起。发布会上还公布了两起特大制售假
名酒案和特大电信诈骗案件。

去年8月至今 我省侦办涉黑涉恶案件34起

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资产价值 亿

生活报讯（记者于海霞）疫情期间，街道、社
区工作千头万绪，昼夜不分，但这并未阻挡他们服
务居民的热情。25日，相继有居民来到哈尔滨市
香坊区新成街道办事处，向街道办和社区工作人
员表示感谢，感谢她们在疫情期间的真诚付出。

19日，东站街58号租户因病在所租房屋中
去世，因其并非辖区居民且一直独居，一时无法找
到其亲属，房主发现后向社区求助并向派出所报
警。接到电话时已是晚上8点半，东门社区党总
支书记李茹刚加完班在回家的路上，得知消息后
立即往回赶。向街道办事处报告情况后，她第一
时间赶到新成派出所，几经周折才联系上死者的
姐姐。李茹和派出所民警赶到东站街58号，经长
时间等待，直到过了夜里12点，陪同房主和死者
家属解决好后续事宜后才回家。25日，房主和死
者家属来到新成街道办事处，感谢李茹“为群众办
实事”的暖心之举。

21日，新成街道办事处负责健康码管理工作
的王媛接到一通本辖区居民的电话，据打来电话
的女士描述，她的爱人闫先生去澳门出差，回来时
已在深圳完成21天隔离，由于隔离宾馆的疏忽，
未及时上报和修改健康码颜色，导致闫先生无法
进入机场，此时距航班起飞仅剩3个小时，时间紧
迫，希望能得到街道办事处的帮助。王媛立即将
情况上报区相关部门，与区相关部门积极协调、沟
通，寻求解决办法。最后，在多方努力下，问题得
到及时解决，闫先生顺利搭乘飞机。25日，闫先
生和爱人专程来到新成街道办事处向王媛表示感
谢。

独居租户因病去世
社区帮寻亲办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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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记者肖劲彪）
26 日 16 时 08 分，齐齐哈尔市
建华区黎明嘉苑小区门口，一7
岁男孩右腿被卡在破损的排水
井篦中，消防员赶到现场将其
救出。

接到报警求助后，齐齐哈
尔建华大队通北路消防救援站

立即赶赴现场。据现场救援的
消防员介绍，小区门口有一个
长方形排水井篦，一名男孩右
腿被卡在井篦断裂处，消防员
立即展开救援。见男孩光脚站
在地上，消防员将手套垫在男
孩脚下，用手捂住男孩眼睛，利
用战斗服对男孩腿部及上身进

行遮挡保护，防止其害怕乱动
造成二次伤害。5分钟后，消防
员成功取下卡住男孩右腿的井
篦。

据了解，男孩雨后与家人
一同散步，不慎踩到断裂的排
水井篦致右腿被卡，家人尝试
自救但没成功，于是报警求助。

7岁男孩腿卡破损井篦
消防员消防员55分钟分钟救出救出

消防部门提供消防部门提供

1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