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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瑞同志，你已旷工 40 日

以上，且多次通知返岗未归，严

重违反公司制度，公司决定与你

解除劳动关系，限你 9月 16日前

来公司办理离职手续，逾期不

到，公司将对你进行辞退(单方面

解除劳动合同)处理，以上请知

悉。

平安普惠信息服务有限公

司黑龙江分公司

2021年9月10日

通 知

根据市政府关于历史遗留
不动产权办理的相关规定,现对
以下房屋的不动产权所有人公
示如下：

本人杨丽娟现为坐落于民
生尚都小区祥园 C 区 22 栋 2 单
元 10层 4号房屋的受让人，该房
屋用途为住宅，建筑面积 74.68
平方米。该房屋原所有人杨淑
兰已将该房屋实际交付本人，由
本人实际占有,原房屋拆迁协议
号01120061290,本人自愿承诺该
不动产权属无争议，申请不动产
登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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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将异议书面
材料共同分别送达哈尔滨好民
居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和哈
尔滨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事务中
心群力分中心。

异议书面材料送达地址:哈
尔滨好民居建设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道里区群力第六大道 3561
号,联系电话:0451-84315634

哈尔滨市不动产登记交易
事务中心群力分中心,道里区崂
山 路 352 号, 联 系 电 话:
0451-85986641。

2021年9月15日

公 告

哈尔滨市道里区小达人文

化艺术学校申请注销登记。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52230102MJY2441533。地址：哈

尔滨市道里区景江西路 558 号。

法 定 代 表 人 ：张 乃 心 ，电 话 ：

13351409977，业务主管单位：哈

尔滨市道里区教育局。特此公

告。

注销公告

根据市政府关于历史遗留

不动产权办理的相关规定,现对

以下房屋的不动产权所有人公

示如下：

本人许鸣一现为坐落于民

生尚都小区F园 18栋 1单元 3层

3 号房屋的受让人，该房屋用途

为 住 宅 ，建 筑 面 积 85.89 平 方

米。该房屋原所有人李素清已

将该房屋实际交付本人，由本人

实际占有,原房屋拆迁协议号

01100440240,本人自愿承诺该不

动产权属无争议，申请不动产登

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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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将异议书面

材料共同分别送达哈尔滨好民

居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和哈

尔滨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事务中

心群力分中心。

异议书面材料送达地址:哈
尔滨好民居建设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道里区群力第六大道 3561
号,联系电话:0451-84315634

哈尔滨市不动产登记交易

事务中心群力分中心,道里区崂

山 路 352 号, 联 系 电 话:
0451-85986641。

2021年9月15日

公 告

生活报讯（郝树行 记者何兴
丽）随着本周末中秋小长假来临，
走亲、访友、购物将明显增多，哈市
交警部门发布中秋节提示，请广大
市民，节日期间尽量合理选择出行
时间和出行路线，避开拥堵路段，确
保交通安全。

据悉，拥堵路段主要集中在进
出城道路商圈、施工路段附近交通
压力明显上升。哈市交警部门结合
往年出行规律特点预判，今年我市
整体出行流量较以往将有所提升，
各大进出城道路将出现明显车流汇
集情况，18日下午、19日上午各出
城口将会迎来出行高峰，21日将呈
现返程高峰。其中学府路、松北大
道、利民大道、机场路等道路拥堵延

时指数上升比例较高。香坊、哈西、
松北等高速公路路段较多的区域，
车流量将最为集中，交通压力将会
明显上升。因为节日期间大部分外
出游玩人员出行时间较早，根据历
史数据来看，集中拥堵时间将提前
至7时左右开始，交通流的消散时
间将会延长。并且受商圈附近停车
泊位数量限制影响，中秋节期间商
圈附近停车将会比平时周末期间更
为困难。西二环沿线、文昌桥、东西
大直街、中山路、哈平路等城市环线
快速路及主干道将会继续增加车流
通行压力，常发拥堵的城市骨架道
路，拥堵时间将延长。

此外，进入9月，市区“老旧供
热管线改造”、“二次供水工程”等市

民日常生活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启
动。截至目前，道里区群力第一大
道、四方台大道，道外区地灵街、北
十九道街，南岗区黄河路、王岗大
街、宣庆街，香坊区农林街、安通六
道街等130余条街路正在占道施
工，施工现场及周边区域交通压力
较大。请广大市民合理选择出行时
间和出行路线，避开拥堵路段。

哈市交警发布中秋节提示

130余条街路正在施工
请合理出行

生活报讯（记者仲亮）14日，记者从哈尔滨
市物业协会获悉，市物协发布《关于开展2021年
度优秀物业管理服务示范项目评定工作的通知》，
即日起开展2021年度优秀物业管理服务项目创
建和示范项目复检工作，项目评定通过后，相关物
业服务企业信用评价将被加分。

依据《通知》，省级匠心物业管理服务项目申
报条件：基层党组织建制完整，引领作用显著；取
得“省级物业管理示范项目”称号1年以上；住宅
小区、工业区建筑面积8万平方米以上，别墅2万
平方米以上，大厦3万平方米以上且非住宅建筑
面积占 60%以上，入住率或使用率达85%以上；
物业服务企业无重大责任事故；未发生经主管部
门确认属实的有关收费、服务质量等方面的重大
投诉等。

申报省级优秀物业管理服务项目条件：基层
党组织建制完整，引领作用显著；取得“市级物业
管理示范项目”称号一年以上；项目符合城市规划
建设要求，配套设施齐全，其中住宅小区、工业区
建筑面积5万平方米以上，别墅2万平方米以上，
大厦3万平方米以上且非住宅建筑面积占60%以
上，入住率或使用率达85%以上；物业服务企业
无重大责任事故；未发生到省级以上主管部门投
诉现象等。

市级物业服务示范项目申报条件为：符合城
市规划建设要求，配套设施齐全；住宅小区、工业
区建筑面积5万平方米以上，别墅2万平方米以
上，大厦3万平方米以上；物业服务企业无重大责
任事故；未发生到市级以上主管部门投诉现象等。

市物业管理协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物业管理
示范项目评分主要分为基础管理、房屋管理与维
护保养、共用设施设备管理、消防及车辆管理、环
境卫生管理、绿化、精神文明建设、管理效益等8
大项。本次评定先由申报物业服务企业自检，然
后由市物协秘书处组织专家组、各区(县)物业办，
对创建和复检项目进行初检，最后对初检合格的
项目进行检查评定和抽检。最终创建和复检合格
项目将在物业服务企业信用评价上给予加分。

物业服务质量无重大投诉等

可申报省级
“匠心物业管理项目”

生活报讯（记者张立）自9月
10日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报告新
冠肺炎阳性感染者以来，福建省3
天内已累计报告多例感染者，分布
在莆田市、泉州市、厦门市。

14日，哈尔滨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特发布疫情防控提醒如
下：请8月26日以来到过福建省
莆田市、福建省泉州市、福建省厦
门市、8月 4日乘坐过厦门航空

852航班自新加坡从厦门机场入
境的市民、9月6日7时41分至9
时乘坐过D3333动车7号车厢的
乘客，以及近21天内有过其他中
高风险地区旅居史（含旅途中转

停留）的来哈返哈的所有人员，在
做好个人防护的前提下，立即向
所在社区（村屯）、工作单位报
备，并配合执行疫情排查、核酸
检测、医学观察等防控措施。

生活报讯（记者何兴丽）记者14日从哈尔滨
市公安交通管理局了解到，为配合住建局东方大
街工程建设，保障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顺畅，
依据有关规定，自9月19日至11月20日，临时封
闭东方大街（发展大道至铁顺街）道路交通。施工
期间过往车辆可从永兴街绕行。

9月19日至11月20日

东方大街部分交通
临时封闭

生活报（实习生张瑞焓 记
者周琳 仲亮）14日，记者从省政
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由省中医
药管理局、省农业农村厅、省工
信厅、省贸促会四家主办单位联
合13家合办单位和5家协办单
位共同举办的“2021第三届黑龙
江中医药博览会”将于9月16日
至18日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
举办。本届博览会的主题是“振
兴龙江中医药 服务百姓大健
康”。

本届中医药博览会规划了
7大展区，6项中医药领域高质
量论坛，布展面积 15000 平方

米。布展的内容有展示各市
（地）及重点区县中医药发展成
果的重点产业项目、种植园区、
重点品种、道地药材宣传展示
区，可以集中领略我省中医药
发展的势头。举办第三届黑龙
江中药材种植与产业发展论坛
等 6 项论坛，邀请国家级中药
行业专家就龙江中药产业如何
传承、创新、发展进行研讨，邀
请省内中药龙头企业推介产品
和技术，发布中医药前沿资讯
等。

据介绍，我省重点发展的中
药材种植品种“龙九味”的种植

面积达全省中药材种植面积的
60%，我省道地药材品种知名度
逐渐提高，通过前两届博览会，
我省中医药博览会的名片在全
国叫响。今年1月1日《黑龙江
省中医药条例》正式实施，除了
有丰富的资源和政策支持，还有
龙江中医药人才做支撑。我省
中医药人才在全国排在前五位，
有人才梯队优势，比如黑龙江中
医药大学中药学专业，与上海
（中医药大学）并列全国第一，同
时，我省有三位国医大师、两位
全国名中医、五位全国百名青年
岐黄学者。

黑龙江中医药博览会明启幕 我省中医药人才全国排前五

我省有三位国医大师 两位全国名中医

扫
码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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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记者梁晨）14日，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为加
快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构建国
家、省、市、县“四级联动、梯次发

展”的产业园建设格局，省农业农
村厅全面开展市、县两级产业园
创建工作。到2025年，全省创建
市、县级产业园 200 个以上。每

个县（市、区）围绕主导产业创建
1-2 个县级产业园，每个市（地）
择优选择一批产业园晋升为市级
产业园。

我省到2025年

要建200个以上市县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哈尔滨市疾控中心提醒

66日乘坐日乘坐DD33333333动车动车 77号车厢号车厢
乘客请报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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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记者肖劲彪 史天一文/摄）14日，哈
市市民向记者反映，松北区糖厂小区楼内的消防设
施无法正常使用，消防连廊内堆放杂物，存在很大的
消防安全隐患。

居民赵先生表示，糖厂小区的消火栓形同虚设，
根本没有水，高层住宅一旦发生火灾，太危险了。

随后，记者来到糖厂小区5号楼看到，19层消
防连廊内有居民晾晒的被褥和堆放的物品；20层
消防连廊内放了几盆花；21层楼道内的安全出口
指示灯不亮；22层消防连廊内有铁柜；24层安全出
口指示灯不亮，25层两侧消防连廊内堆放着铁箱
子等杂物。记者拧开该楼的消火栓发现，里面没有
水。

糖厂小区

消防栓里没有水
消防连廊消防连廊堆杂物堆杂物

关注高层住宅消防安全
栏目热线15590881052

“北岸润和城300多户漏水”后续

停车场积水成河停车场积水成河
电梯被迫电梯被迫““改道改道””
代理物业经理：和开发商一直未交接

生活报讯（实习生张
瑞焓 记者梁晨文/摄）13
日，本报报道了“北岸润和
城300多户漏水”一事后，
记者又接到北岸润和城多
位居民的投诉电话称，他
们不仅家里漏水严重，小
区地下停车场也是一片汪
洋，严重的地方让本应下
到负一层的电梯也“改道”
了。当日，记者再次来到
北岸润和城小区。

据了解，北岸润和城小区2012
年进户时建了两个地下车库，一号库
在1号-9号楼的负一层，二号库在
10号-23号楼的负一层，每个地库
大概有700个停车位。而拥有700
多个停车位的地下停车场，竟因漏水
出现了“一条河”。

居民张先生介绍，9号楼的电梯
本可以直接下到地库，可9号楼负一
层的电梯间被水灌满了，后来9号楼
的居民集体申请把负一层的电梯停
了，不然电梯这样被水泡着，对居民
的正常使用造成了安全隐患。

在1号车库，生活报记者顺着变
形且楼梯蹬脱落的简易楼梯，小心地
从1楼下到负一层。积水已经蔓延
到楼梯旁，还有一股潮湿发霉的味
道。张先生穿着雨靴踏进水中，记者
看到水已经没过了张先生的脚面，水
面上漂浮着矿泉水瓶、手纸等垃圾。
粗略估计积水面积有100平方米左
右，水深5厘米至8厘米。

随后，记者从别的单元下到了停
车场看到，在楼梯旁堆放着轮胎、床
垫子、自行车等杂物，好像一个废品
回收站。张先生说：“居民都不愿意
把车停到停车场，因为车一过能扬起

两米高的灰尘，把车停在这里，用不
了一周，白车都得变黑车。”记者看到
停车场地面的排水沟每一段均有被
压碎的现象，而且路面的指示标、停
车线已经被灰尘覆盖得看不清楚。

记者来到物业办公楼。“我们没
有物业经理，是由众合城的物业经理
代管的，她在众合城办公。”随后，记
者联系上代理经理张女士。

对于小区居民家漏水和地下车
库积水的问题，张经理认为小区基础
设施没有达到交付条件是根本原
因。张经理说：“车库根本没做防水，
由于电梯基坑积水导致电梯配件长
期泡在水里，会造成严重的安全隐
患，发现电梯基坑积水后，我们用抽
水泵抽水，哪个基坑积水了就抽哪
个。”

对于物业当年是如何从开发商
手里交接的问题，张经理表示，因为
小区基础设施不合格，双方从没交接
过。”

说起润和城的现状，张经理一筹
莫展，“开发商已经不接我们的电话
了，基础设施是动不了的，而基础设
施要大修需要大量资金，我们物业公
司无法承担，现在物业只能维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