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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事故系半个月来哈尔滨
第二起“群租房”起火事件。2
日，生活报刊发了爱达九溪小区

“噪音扰民 私改电路上下水 有消
防隐患‘群租房’泛滥”的报道。
次日，哈尔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向各区县（市）政府下发“群租
房”综合治理方案，明确要求房屋
租赁不得改变房屋原设计主体结
构，原始设计为过道、餐厅、厨房、
卫生间、阳台和地下储藏室等非

居住空间的，不得改为居住房间
出租。

生活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
到，南岗区检察院公益诉讼检查
部门已对“群租房”损害公共安全
的违法行为启动立案调查程序。
10日，南岗区检察院、南岗区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南岗区城市行
政执法局、南岗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南岗区消防救援大队、王岗镇
政府、王岗镇派出所等部门工作

人员来到爱达九溪小区走访“群
租房”，并约谈了3户房主，口头
下达了限期整改通知。

如果你身边也有“群租房”，请
各位市民积极向所在小区物业或
街道办事处反映相关问题。哈尔
滨市“群租房”综合治理方案明确
要求，各级街道办事处要组织物业
企业对本小区“群租房”行为进行
全面排查登记，涉及违规的“群租
房”要移交相关职能部门处理。

南岗区检察院此前启动立案调查程序

生活报讯 (记者黄迎峰)“热心
小伙”帮阿姨拍照，竟是盯上了金
首饰。日前，警方抓获了一名实施
盗窃的犯罪嫌疑人。

60多岁的大庆市民刘阿姨退
休后爱上了旅游和摄影，8月24日
下午，其在大同区林源镇一处广场
结识了一位“热心小伙”韩某，当
日，韩某帮她拍照达2个多小时，刘
阿姨非常感动。此后，韩某向其打
听家庭情况，刘阿姨如实相告。韩

某表示自己相对空闲，可以随时帮
她拍照，二人遂添加了微信好友。

27日，韩某与刘阿姨相约外出
拍照，过程中，韩某提议刘阿姨戴
些金首饰拍照会更好看，刘阿姨便
回家取了3件金首饰。拍照途中，
感觉疲劳的刘阿姨将首饰摘下，放
进衣服兜里，韩某见状，再次建议
其将衣服放在自己的电瓶车上妥
善保管。没过多久，韩某谎称去看
看电瓶车锁没锁，趁机将首饰盗

走，事后矢口否认自己与首饰丢失
有关，并将刘阿姨的微信拉黑，刘
阿姨选择了报警。

接警后，大庆市公安局大同分
局民警通过前期工作，锁定犯罪嫌疑
人韩某。28日12时，民警在萨尔图
区将正欲销赃的韩某抓获。经讯问，
其如实供述了以帮助受害人拍照为
由，盗窃价值2.5万元金首饰的犯罪
事实。目前，韩某已被采取刑事强制
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处理中。

“热心小伙”帮忙拍照
竟是惦记阿姨金首饰

生活报讯（实习生丛瑞珊 记
者史天一）日前，哈尔滨市南岗警
方奔赴多省，终于将14年前的多
起重大抢夺案件犯罪嫌疑人抓捕
归案。

2007年，小颖（化名）在南岗
区学府路附近的银行取了9万元
现金，出门还没走多远，就被尾随
的2名骑摩托车男子以飞车抢夺

的方式，将装钱的挎包抢走。接
到报警后，南岗警方高度重视，迅
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踪迹，并
在其逃脱路线上设置管控措施，
最终将实施犯罪的嫌疑人覃某六
和帮助其脱逃的犯罪嫌疑人李某
林抓获，但犯罪嫌疑人覃某劲逃
脱。

今年，民警终于获得了覃某劲

的下落，随即组成追捕组前往广东、
广西、云南、福建四省区二十余市开
展实地调查，终于发现了覃某劲行
动的踪迹，将其抓捕归案。覃某劲
对其伙同覃某六、李某林在沈阳、哈
尔滨等多地实施抢夺犯罪的事实供
认不讳。

目前，该人已被警方执行强制
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男子飞车抢包后潜逃 年
南岗警方跨省抓获

生活报14日讯（记者肖劲彪文/摄）14日8时
45分，哈尔滨市南岗区果戈里大街112号二层一
民宅发生爆炸，造成室内外4人受伤。

事发后，生活报记者赶到现场看到，发生爆炸
的二楼阳台墙体严重受损并倾斜，一半的塑钢窗脱
落，窗框被熏黑，有明显过火痕迹，人行道和果戈里
大街上满地都是破碎的玻璃碎片，多名环卫工人正
在清理爆炸残留物。

记者在发生爆炸的房间门口看到，室内堆满了
杂物。据邻居介绍，这户住着一名老人。记者在爆
炸民宅对面的人行道看到，人行道上停放着3辆汽
车，车上都是玻璃碎片，其中一辆SUV越野车天窗
玻璃破碎。

据目击者王先生介绍，当时只听到一声很大的
巨响，然后看到室外满地都是破碎的玻璃，二楼房
间的阳台窗户框已经脱落，阳台有明火在燃烧，此
后消防员赶到现场将火扑灭。记者从救援人员处
获悉，爆炸造成室内外4人受伤，被送往医院救治，
所幸伤势并不太严重。

记者从中庆燃气公司工作人员处获悉，发生爆
炸的楼并没有开通燃气。目前，爆炸具体原因，有
关部门已介入调查。

果戈里大街
一民宅爆炸
事故致事故致44人受伤人受伤

爱达88小区一“群租房”
未造成人员伤亡 次日凌晨仍有人在屋内睡觉
南岗区检察院此前立案调查“群租房”违法行为

关注“群租房”乱象 热线：15590881052

生活报讯（记者肖劲彪文/摄）13日21时
50分，哈尔滨市南岗区爱达88小区1栋1单元
3201室“群租房”发生火灾，起火屋内被褥被烧
毁，所幸并未造成人员伤亡。连日来，本报连续
关注“群租房”存在的消防安全隐患问题，引起
市民的广泛关注。近日，南岗区检察院也对“群
租房”损害公共安全的违法行为启动立案调查
程序，督促职能部门积极履职。

14日5时45分，生活报记者在爱达88小
区1栋1单元3201室看到，室内共有7个房间，
其中6个房间室内有床，还有1个卫生间，起火
的房间是一进门左侧的一个房间，室内的墙体
和棚顶一片漆黑，床上的物品被烧成黑炭，室内
一片狼藉。记者注意到，室内一个房间里还有
一名青年正在休息。据这名青年租户介绍，他
是凌晨1点多回来的，这个房间比较小，每月租
金为750元。

据诚泽物业公司爱达88小区服务中心刘
经理介绍，火情发生后，烟感就报警了，小区保
安立即上楼勘察，第一时间将明火扑灭。此后，
辖区的消防人员、派出所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处
理。事发后，警方已将二房东带走调查。刘经
理表示，起火的“群租房”从2019年小区进户后
一直存在。初步统计该小区共有“群租房”87
户，物业几年来多次向房屋租赁管理部门、住建
局、行政执法局、派出所等部门实名反映。

目前，起火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二房东被警方带走调查

起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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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体彩

急 售 别 墅
哈尔滨私产别墅，因房主

出国着急售卖，6000 元/平米。
房屋建筑面积约400平米，车库
1 个（可停两台车），毛坯房，别
墅内自带庭院面积 1000 平米，
院内山林约2000平米。小区还
配套高尔夫球练习场、钓鱼池、
滑雪练习场、温泉等设施，免费
对业主开放。

联系电话

19845256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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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5256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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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5256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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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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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揽：轻辅、整装、单项、木
工、油工、水电工、瓦工。

承接：铜门、不锈钢门、氟碳
门、感应门、旋转门、高间隔断、
玻璃隔断、铁艺、牌匾、卷帘门、
批发各种规格不锈钢板、管材、
配件。

哈 尔 滨 市 区 内 可
免费上门测量！

欢迎致电

18249724111
13613643307

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

18686833188

爱格数码高价回收各种品
牌手机，可上门回收。

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
刊登
电话13796106320

联系电话

回收手机回收手机回收手机回收手机回收手机回收手机回收手机回收手机回收手机回收手机回收手机回收手机回收手机回收手机回收手机回收手机回收手机回收手机回收手机回收手机回收手机回收手机回收手机回收手机回收手机回收手机回收手机回收手机回收手机回收手机回收手机

出 售 房 屋
出售文教小区（革

新街附近）小三室一套，
使用面积约 54㎡房子（七
楼顶，无冷山，南北向）。
售价 39.5万，可谈。

联系电话
15645102654
出 售 房 屋

出售淮河小区（会
展中心药六附近）二室一
厅一套，使用面积约 42㎡房子（四楼共六层，无
冷山，南北向，明厅）。售
价 39.5万，可谈。

联系电话
14745158078

生活报讯（杜昉）七星彩派奖第8
期开奖，1000万元单注封顶一等奖再
次现身！

9月12日晚，体彩七星彩第21106
期开奖，前区开出号码“4 7 9 0 2 8”，
后区开出号码“5”。本期七星彩全国
销量为2678万元，为国家筹集彩票公
益金990万元。

本期七星彩开出
2注一等奖，其中1注
花落福建省龙岩市，
中奖彩票为一张 10
元复式票，根据七星

彩派奖活动规则，单票投注金额10元
及以上即可参与活动，因此这位中奖幸
运儿独揽了本期派奖奖金500万元，单
注收获奖金1000万元。这注1000万
元一等奖，也是七星彩派奖期间第二次
中出单注封顶大奖。此外，还有1注一
等奖由于中奖彩票未满10元，仅收获
一等奖奖金500万元，花落河南。

本期二等奖开出21注，单注奖金
为2.2万余元，其中18注二等奖中奖彩
票投注金额满10元，根据七星彩派奖
活动规则，单注奖金翻倍，每注多得二
等奖派奖奖金2.2万余元，单注总奖金
为4.5万余元。

本期开奖结束后，七星彩奖池
2.45亿元，用于一等奖派奖的1500万
元资金派送完毕，一等奖派奖活动于
当期结束(此前固定奖派奖活动已于
第21105期结束)。二等奖派奖奖金
剩余23万元，惊喜仍在继续，值得期
待！

七星彩派奖精彩不停 再现1000万单注封顶一等奖！

生活报讯（见习记者齐杨
如意 记者吴哲）9月13日晚，
体彩大乐透第21106期开奖。
当期开奖号码为：前区02 13
14 32 34，后区02 12。

本期大乐透头奖空开，二
等奖开出97注，单注奖金14.9
万元，其中24注选择追加，多
得奖金11.9万元。本期大乐
透全国销售金额为2.76亿元，
计奖结束后奖池余额11.49亿
元。

大乐透头奖空开
二等97注14.9万
奖池余额11.4亿

生活报讯（卡沙）北京时间9月
15日凌晨3点，欧冠小组赛E组首轮，
巴萨主场迎战拜仁。回顾两队上次交
手，巴萨在中立场遭拜仁8-2血洗，如
今回到诺坎普，惨剧还会上演吗？

在欧战历史上，巴萨与拜仁共计交
手11次，其中拜仁收获7胜，巴萨取得
2胜。而拜仁取得的7场胜仗中，有一
场尤为印象深刻，19-20赛季欧冠1/4
决赛，由于疫情，原本两回合的比赛变
为单场淘汰制，最后拜仁在上下半场各
打了巴萨一个4-1，送给了后者欧冠赛
场最为耻辱的失利。

那么今晚是否会继续上演惨剧，

似乎有着那么一丝端倪。目前竞彩官
方给到本场比赛的胜平负组合是
2.86 3.80 1.90，兵强马壮的拜仁面对
内忧外患的巴萨，赔率实属合理。而
在比分赔率上，有一个非常值得玩味
的细节，拜仁胜其他的选项仅有1赔
18，要知道竞彩开设的比分赔率是较
为丰富的，胜其他这个选项打出的概
率很低，赔率通常也是比较高的，像这
种低赔的胜其他选项，一般只在强弱
对阵时才会出现，而巴萨与拜仁的比
赛开出这样的赔率，无一不在体现竞
彩官方的谨慎性。

回归到比赛本身，巴萨本赛季在正

式比赛中还未尝败绩，休赛期免签而来
的德佩表现不俗，大有扛起“后梅西”时
代大旗之势。不过，足球比赛还是要在
赛场见真章，拜仁在面对巴萨时绝对不
会手软，本场最终会打出何种赛果，还
是要静候90分钟哨音响起。

冤家路窄！巴萨再遇克星拜仁 惨剧已有暗示？

生活报讯（记者李丹文/摄）14
日 9时，哈尔滨新区管理委员会综
合行政执法总队一大队，组织执法
力量依法对松北区世纪花园小区A
区、B区内违法建设的栅栏进行了
拆除，共拆除24处、约730延长米，
清理出占地范围3608平方米。拆
除栅栏后，打通了小区间互通障碍，
恢复了小区公共空间。

世纪花园A区、B区建成已近
20年，因小区庭院设计图纸存档不
完整，无法确定违建庭院的扩建情
况，为违建的认定工作带来困难。
经反复协调，新区执法总队通过各
种渠道与原始设计单位取得联系，
最终调取了小区绿化图纸。通过现
场踏查、图纸核对和测量结果确认，
确定世纪花园小区存在违章私建围
栏的位置和范围，同时对违章私建
的当事人依法下达《责令整改通知
书》《限期拆除公告》等执法文书。

截止到公告执行日期8月25日前，已
有部分业主自行将栅栏拆除，此次拆

除的范围为限期未进行拆除整改的，
目前拆除工作仍在进行。

生活报讯（记者李威兵）15日
夜间至16日白天，哈尔滨市多云转
阵雨或雷阵雨，降雨同时可能出现
雷雨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
流天气。

黑龙江省气象台发布全省天气
预报：15日白天，大兴安岭西部、齐
齐哈尔南部晴转多云有阵雨，其他
地区晴转多云；15日夜间到16日
白天，大兴安岭东部、大庆、佳木斯、
双鸭山、鸡西东部阴有小到中雨，其
他地区多云有阵雨；16日夜间到17
日白天，佳木斯东部、双鸭山东部、
鸡西东部阵雨转晴，其他地区多云
转晴。

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全市天气
预报：15日白天，全市多云；15日夜
间至16日白天，全市多云转阵雨或
雷阵雨；16日夜间至17日白天，全
市多云转晴。

今明两天
冰城有阵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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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世纪花花园园
730延长米违建栅栏拆了

打通小区间互通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