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9·27 星期一 本版主编 孙堃 编辑 杨明乐 版式 赵博

A03关注 13766838911新闻热线

生活报讯（记者于海霞）在哈市复
杂严峻的疫情形势下，为给封闭管理的
居民提供心理疏导服务和精神支持，27
日，由省社会工作协会发起设立的“蒲
公英”社会工作疫情防控心理疏导热线
正式开通。

参与“蒲公英”社会工作疫情防控
心理疏导热线志愿服务的19家社工机
构来自哈尔滨、大庆、齐齐哈尔、牡丹

江、佳木斯、漠河等地区的省内近十个
地市，各机构都拥有专业资质的热线服
务人员，有着丰富的疫情防控心理疏导
服务经验。

从即日起，直至疫情防控应急状态
转为常态化为止，龙江社工每天将与全
省，特别是哈尔滨市、巴彦县有需要的
民众提供政策咨询、心理疏导、转介服
务。

与此同时，省社工协会发出成立
“黑龙江省疫情防控督导志愿服务队”
的招募令，全省各地的社工督导积极响
应，两小时之内，一支由22名督导组成
的志愿服务队伍迅速集结而成。这些
社工督导是我省社会工作领域的佼佼
者，他们多年来一直坚守在社会工作一
线，有丰富的灾害和疫情防控社会工作
经验。

我省开通“蒲公英”心理疏导热线

疫情期间有“心事”专业人员陪您唠

出现确诊病例的松北区万达秀
园，几个出入口均已全部进行了封
闭，每个出入口还设有专人管理。

通过小区的大门记者看到，小区
内身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正在用手
推车转运市民采购的物资。记者联
系到物业经理胡世峰时，他正指挥着
运送物资，他一边向记者挥手，一边
接着电话。“你别着急，车里东西一会
儿我派人上你家取钥匙给你送回
来。”“大娘，没事的，孩子进不来，我
管你，肯定能让你吃上饭。”“透析的
病人，我正请示有关部门，您等消
息”……忙碌中，胡世峰表示，突然的
封闭，一些居民都有些不安，一些居
民还被封在了外面，为了保证服务，
当天知道封闭的消息，物业一些工作
人员都主动回到岗位，因此也都被封
闭在了小区内，晚上只能挤在工作室
休息。现在物业为每个单元成立了
物业服务群，像大家庭一样。

“我是独居老人，心脏不好，怕万
一有事，留个电话请你们方便时常联
系我。”胡世峰介绍，因为封闭紧急，
小区内一些子女不在，家中只有独居
的老人，我们设立专门的管家负责为
老人买食品。

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很多居民
燃气卡没钱了，为此，物业联系了燃
气公司工作人员到小区门口来取卡，
为居民充值后再送回。代买药、协调
办证、照顾独自在家的孕妇、帮助遛
宠物……胡经理表示，封闭后居民很
焦虑，所以居民的要求我们尽量满
足，需要什么我们就第一时间办。现
在，居民也体谅我们了，每当物业人
服务到半夜时，很多居民都在群里表
示感谢。我们将团结一心，听从安
排，等待小区恢复往日生机。

记者探访哈市部分封闭小区 看看居民生活咋样？

网购物品得经4道消毒关
独居老人有专门管独居老人有专门管家家
生活报讯（实习生张瑞焓 记者仲亮文/摄）“小区封闭也不用担心，家里需要啥，物业就会送过来。”近

期，新一轮疫情在哈尔滨卷土重来，截至目前，爱达88、水木清华、万达秀园等小区实施了封闭管理，封闭如
何落实到位？居民日常生活是否有保障？小区消杀工作是否秩序井然？26日，记者实地踏访水木清华等小
区发现，小区门内安静有序，物业工作人员各司其职，积极防控。

21日下午，爱达88小区发现了
确诊病例，23时，物业公司接到通
知，要求整个小区进行封闭，重点单
元的81户居民要在酒店进行集中隔
离。因为21日正是中秋节，突然封
闭小区的消息，让很多居民措手不
及。

据诚泽物业李经理介绍，封闭
小区后，每天由防疫部门用雾化机
器对小区、单元各个楼层进行消
杀。在小区封闭期间，居民们都是
通过网络平台购买日常用品、蔬菜、
水果，“所有物品要经过4道消毒工
作后，才能送到居民手中。第一道
由社区进行接收、登记、核准楼号；
第二道会将物品放到缓冲区，由物
业工作人员进行消毒、分类；第三道
由运输组进行装车送到每栋楼的单
元门口；第四道也是污染风险区，每
个单元内会有一名穿着防护服的工
作人员，把各家购买的东西送到家
门口。”

李经理表示，小区居民都很配
合防疫工作。家里有老人、小孩，急
需药品、奶粉、纸尿裤的，我们都会
第一时间送达。小区还有几名教
师，突然的小区封闭，又得知线上上
课，手中没有教具，业主会让朋友把
课本、电脑送到小区门口，我们再给
业主送过去。封闭期间，很多居民
还要居家办公，我们送的最多的也
是笔记本电脑之类的。”

22日，水木清华小区得知小区
内有密接人员后，24时连夜封闭了
小区，并立刻对小区单元、公共区
域进行了全面消杀，如今水木清华
小区门前拉起了隔离带，现在小区
处于一个封闭的状态。

在小区封闭期间，物业曹经理
介绍，“密接人员所在单元由社区
工作人员统一消杀。其余各单元、
各户的门把手进行擦拭，电梯按
钮、门口地垫、电梯墙壁都会喷消
毒液，以及大厅、园区、公共区域
等。每天物业工作人员都会进行3

次消杀工作，让小区居民住着安
心、放心。”

居民想购买生活用品、蔬菜、
水果，都是通过大门上贴的商服电
话、二维码，在网上下单，派送到小
区门口，物业工作人员还会进行二
次消毒，再帮大家把购买的物品运
送到单元门口。“我们小区有几名
独居老人，腿脚不太方便，我们就
会帮叔叔阿姨买完送到家里。这
就是我们物业人的工作，特殊时期
多为特殊人群带去一些安慰。”曹
经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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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26日讯（记者张立）26日，
哈尔滨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指挥
部，发布关于调整哈尔滨市松北区部分
区域风险等级的通告。

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规
定，经专家咨询组综合评估研判，哈尔
滨市指挥部决定，自9月26日24时起，
将哈市松北区万达秀园小区调整为中
风险地区。其他地区风险等级不变。

松北区万达秀园小区
调整为中风险地区

爱达88小区

水木清华小区水木清华小区

万达秀园小区万达秀园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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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 有难事别忘找帮办
龙头新闻·生活报

帮办记者团

帮办问答

帮办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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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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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公示声明公示声明公示声明公示声明公示声明公示声明公示声明公示声明公示声明公示声明公示声明公示声明公示声明公示声明公示声明公示声明公示声明公示声明公示声明公示声明公示声明公示声明公示声明公示声明公示声明公示声明公示声明公示声明公示声明公示声明公示
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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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市道里区爱他她幼

儿园（ITA 幼儿园），是由法人孙

龙亮捐资筹建并经营的幼儿园，

本园办园理念为培养立身世界

的中华英才。为杜绝外界的恶

意揣测，在此郑重声明：我园与

原哈尔滨市香坊区第一梦想幼

儿园（DIK幼儿园）无任何关系，

请广大群众悉知，原DIK幼儿园

债权人在我 ITA 幼儿园附近进

行扰乱治安秩序的行为，恶意干

扰幼儿园正常经营活动，由此造

成的不良影响，我司将保留对参

加者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特此严正声明！

哈尔滨市道里区爱他她幼

儿园（ITA幼儿园）

2021年9月27日

声 明

民工工资支付情况：
哈尔滨市阿城区料甸镇(烈火

组团)污水收集处理工程现已施
工完毕已经办理完结算手续，我
公司现对上述工程项目支付农
民工工资的情况进行公示，如有
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情况，请被拖
欠人及时与我公司进行联系，并
对被拖欠事实进行说明且提供证
明材料，说明及证明材料必须真
实、有效，如因虚假说明所导致的
经济与法律责任由做出虚假说明
者承担。自本公示之日起 15 日
内（截止时间为：2021 年 10 月
11 日）如有拖欠情况说明，我公
司将对拖欠事实进行调查、核实，
经调查发现情况属实我公司工程
部（电话：028-65258758）将协助
被拖欠者及时拿到被拖欠工资，
如超出约定时间再予说明，我公
司将不再予以受理，不利后果由
本人自行承担。

工程部座机:028-65258758
刘经理：13551667877
请在工作时间来电（工作时

间：上午9:00-下午17:30）
特此公告！

四川信合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21 年9月 26 日

公 示

26日，记者来到现场看到，该楼依然处于停水状
态。记者来到王女士家，厕所没法冲，碗筷没法洗，吃饭
只能叫外卖，根本无法正常生活。很多居民家也都是这
样的情况。

随后，记者来到工程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已将物
业经理约到办公室。工作人员表示，街道已到现场了解
情况，发现确实非常复杂。经过研究，暂时制定了解决
方案。因该楼确实不归物业管辖，属于弃管状态，但该
楼的水阀却在物业的水箱房内。为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暂时决定，先与居民协商，居民向物业补缴两年物业费，
物业立即对漏点进行修复，并恢复该楼正常供水，之后
物业将该楼正式接管，向该楼提供正规物业服务。

工作人员表示，现在正在与物业和居民沟通协商，
等待双方同意。

工程街道办：
已经制定解决方案，正在协商

生活报讯（帮办记者肖劲彪）日前，
本报报道的“康安小区32号楼701室漏雨
多年 墙皮发霉脱落”一事有了最新进展，
25日，工作人员对破损屋面进行了维修，
困扰居民顾女士的问题终于解决了。

据哈尔滨巨佳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河
松物业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介绍，经过工
作人员勘察发现，顾女士家屋面上的女儿
墙、雨漏口位置再次发现防水老化，出现

油毡纸起皮情况，同时，屋面上有居民自
行安装的太阳能热水器根部也对防水层
形成了破坏，都是导致渗漏的原因。

25日，物业公司组织人员对顾女士家
屋面破损的位置全部进行了维修，当日已
维修完毕。

顾女士说，非常感谢生活报，也感谢
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在这么短的时间就
把问题解决了。

“漏雨多年 墙皮发霉脱落”后续

屋面破损处已维修完毕

经纬11道街10号楼居民蒙了

附近小区物业
咋把咱水阀关了？

生活报讯（帮办记者李威兵文/摄）25日22时许，住在哈市道里区经纬11道街10号
楼的居民王女士通过本报热线反映，该楼已经停水一天，居民发现是物业把水阀给关了，
要求物业打开水阀，但物业不给开。居民向社区和街道办事处反映，但一直没解决。

王女士表示，该楼共50多户
居民，25日，该楼突然停水，没有
任何通知，一直到晚上还没恢复。
因为没有准备，给很多居民生活造

成不便，不少居民去打听原因，发
现是物业把水阀给关了。居民要
求物业打开水阀或阶段供水，但物
业不同意。我们去找物业，物业说

我们这儿不归他们管。“但不归他
们管，他们有什么权力关我们的水
阀？我们找物业经理，人家根本不
搭理我们，后来电话都不接了。”

停水一天竟是被别家物业关了水阀

25日晚，记者分别联系了物业
经理与该物业工作人员。物业经理
称，该楼不在物业管理范围内，停水
一事不应找物业同，“这个楼是弃管
楼，也没给我们交物业费，不在我们
管理范围内，不应该找我们。”

物业工作人员介绍，经纬11

道街 10号楼不在物业管理范围
内，但水阀在物业这儿。物业接管
附近小区后，多年来一直在“无偿”
给该楼供水。近期，物业管辖范围
内的一户业主家地下室管线破裂
发生漏水，物业在检查过程中，找
到了漏水管线，就是经过10号楼

的管线，同时物业也发现多年来一
直在“给别人家无偿供水”。为防
止物业管辖范围内的业主家地下
室持续漏水，物业对该管线进行了
限流。“这是历史遗留问题，我们刚
发现这件事，我没关水阀，就是给
限流了。”

物业：没关水阀就是把水限流了

生活报帮办记者 张立
市民李先生：我在小区和单位

分别做了三次核酸检测，但都没有
查到检测结果，不知该去哪儿查。

答：哈市卫健委表示，本轮巴
彦本土疫情发生以来，哈市启动

了全市全员核酸检测工作，因核
酸检测数量较大，没有问题的检
测结果不予反馈，请广大市民给
予理解支持。所以没查到核酸检
测结果，市民也不用担心，健康码
只要是绿码，就不影响正常出行。

做了核酸检测，结果查不到怎么办？

生活报帮办记者 张立
市民孙女士：我核酸检测在不同

地点做的，码色出现异常，如何处理？
答：哈市工信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为确保全员核酸检测全覆盖，无
遗漏，本轮疫情防控在省指挥部的大
力支持下，哈市采取科技赋能，对核
酸检测实行龙江健康码赋码管理。

市民如因核酸检测信息有误导致码
色异常，可持核酸检测记录及有效证
件到所在地社区村屯，由社区村屯龙
江健康码管理员核实情况，予以更
正。为防意外，建议在补检核酸检测
时，保留核酸登记小程序核酸检测截
图或拍照手工登记记录，否则需提供
核酸检测报告作为证明。

核酸检测信息有误导致码色异常怎么办？

生活报帮办记者 张立
市民小陈：我在外地出差两个

月了，没有进行核酸检测，回哈健康
码是否有变化，如果变黄码怎么办？

答：哈市工信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对于身处外地或不确定社区村屯
的人员，可拨打12345热线电话寻求
协助联系。另外，如果正常参加下一
次全员核酸检测，则上一次全员核酸
检测未检黄码自动变回绿码。

外地出差 健康码是否会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