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报讯（一辰）12月14日，
排列5第21334期开奖，开出直选号
码为“7、9、2、7、1”，广东江门购彩者
张先生（化姓）以两张各10倍的排列
5彩票，共中得奖金200万元。

张先生购彩多年，对于中奖与否
看得很开，“能中奖最好，不中奖也没
关系，就当是奉献爱心了。”

擒体彩200万大奖
男子很淡定

生活报讯（许褚）近
日，河南购彩者刘先生凭
借一张7+3复式票，收获
大乐透 1073 万元大奖！
而更令人称奇的是，刘先
生 去 年 4 月 还 命 中 过
1035万元头奖，两年中两
次命中体彩千万级大奖！

超级大乐透第21144
期，河南省平顶山市中出
一注 1 等奖，单票奖金
1073万元。12月20日，
刘先生（化姓）来到河南省
体彩中心领取了他的千万

大奖。
“这不是我第一次来

领奖了。”刘先生说。此话
一出瞬间惊呆了身边的工
作人员，“去年4月，我也
中过1注一等奖，奖金我
记得好像是1035万元，但
进来领奖的人不是我，是
我母亲，我在领奖室外面
等着，当时因为太激动，无
法平静下来，才让我母亲
替我代领的。我都是机选
号码，去年中奖也是7+3
的复式。”

河南购彩者两中大乐透千万大奖

体育彩票
黑龙江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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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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坐57.58.236公交车直达
电话:0451-51025111、13936510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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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缝刊登的信息不作为双方交易的法律依据，交易时
请认真核实相关证照，谨慎付款，自行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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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家庭装修、办公场所
装修；家装、工装整屋家具定
制；承接同行二手单柜体定制；
工厂一站式服务→设计→加工
→安装。

橱柜门、衣柜柜门定制加工
（种类有PVC吸塑、PET、高光纳
米板材等）；免漆板材加工定制柜
体（材料与环保等级自选）。

工厂设有样板展厅，欢迎参
观选购。

定 制 热 线
18904515815
15846048899
工厂地址：哈尔滨市南岗

区王岗镇哈双公路 592 号，金
福来家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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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氧泉负氧离子液诚招全国代

理商，负氧离子液使用方便，持久释
放负氧离子，含量达5000/cm3净化空
气，抗菌除醛，新房净化、学校、办公
场所优选。

加盟电话
19845256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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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项目:财税筹划（应

对金税四期，提供专业的税
务筹划），代理记账，高新企
业申请，企业注册（医疗器械
优惠），工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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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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报中缝广告生活报中缝广告
受理地址：哈尔滨道里区地段
街1号生活报一楼阳光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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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驾之“最”“醉”不可恕当自省
2月13日，在交警动力大队的三合路执

勤区域，一驾驶人驾驶车牌号为黑A507U*
的车辆被交警管控。交警对驾驶人付某进行
呼吸式酒精检测后，发现数值竟然高达
509mg/100ml，超过醉驾值5倍多。因付某
属于醉酒驾车，已被追刑责，并吊销机动车驾
驶证、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

●车厢藏人 客货混装被查处
7月6日，交警发现在三环世一堂路段行

驶的黑A870R* 号小型货车的车厢拉运的木
材边放置了一个类似帐篷的小棚，里面居然

“隐藏”了7名务工人员，驾驶人存在驾驶货
运车辆违法载人和驾驶逾期未检验车辆的违
法行为。交警对其合并处以罚款700元、驾
驶证记9分、暂扣车辆的处罚。

●占道违停 停车入位需自觉
9月14日9时30分许，交警顾乡大队民

警在丽江路某小区门前发现黑AJ852*号小
型汽车占据了消防通道，在旁边门上还醒目
地写着“防火通道禁止停车”的字样，驾驶人
竟熟视无睹。最终驾驶人被处以100元罚款
的处罚。

●校车超员 恶劣行为受严惩
4月9日，交警平房大队警力在巡逻中发

现，一辆校车内人影攒动，立即示意车辆靠边
停下。现场检查发现，车内挤满了孩子，该车
核载18人，实载27人，超员9人。驾驶人被
罚款2000元、驾驶证一次性记满12分。

●炫耀超速 法有“底线”不可越
2月21日，哈市交警部门接到多名群众举

报：一男子驾驶黑色轿车在阳明滩大桥超速行
驶，并将超速视频发至微博上。民警通过调查

核实，21日 22时许，徐某某驾驶车号为黑
AL3R2*的黑色轿车由阳明滩大桥江北去往
江南方向，最高时速近200km/h，按照相关规
定，该人超速100%以上。民警对其处以500
元罚款、驾驶证一次性记满12分的处罚。

●“小事”大堵 轻微碰撞应撤离
1月18日早高峰期间，红军街往哈站方

向地道桥入口处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导致在
短短10分钟内，后方车辆排起了“长龙”。民
警到达现场后发现，事故责任清晰，并未造成
人员受伤和较大财损，完全适用交通事故快
处快赔机制，交警立刻指导双方驾驶人固定
证据后，拆除事故现场，避免了更严重的道路
交通阻塞和二次交通事故发生。

●公交逆行 危及生命遭谴责
5月11日，哈市交警部门通过群众举报

及监控视频发现，哈尔滨市顺意达公交客运
有限责任公司的黑A05531*号55路公交车
在文政街由西向东行驶至文治三道街时逆行
通过路口，与4辆正常行驶的车辆“擦身”而
过，紧接着又错开对向行驶的车辆强行变
道。最终，民警对其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
记3分的处罚。

●务农出行 安全不保“不能行”
今年9月，哈市交警部门针对农用车违

法出行特点，开展常态化路面巡控。凌晨执
勤时交警发现一台拖拉机违法载人，15名乘
车人挤在后车厢上，随着车身左摇右晃。

面对交通安全意识极差的群众，交警对
其进行了批评教育，希望他们今后一定要消
除这种违法行为。考虑到沿线道路泥泞、行
走不便，交警对车辆尾部补粘了反光贴后，将
乘车人安全送到了指定地点。

生活报讯（见习记者齐杨如意 记者吴
哲）12月27日晚，体彩大乐透第21149期
开奖。当期开奖号码为：“前区20 26 28
30 35，后区10 11。”

本期一等奖开出1注，单注奖金1000
万元，因为追加多得800万元奖金，单注奖
金1800万花落北京。

二等奖开出71注，单注奖金21.1万余
元，其中21注选择追加，多得16.8万余元奖
金。本期大乐透全国销量为2.88亿元，计
奖结束后奖池余额11.87亿元。

大乐透头奖1注
1800万花落北京
奖池余额11.87亿

生活报讯（王晓梅）12月
18日，体彩大乐透第21145期
开奖，当期全国共开出5注一
等奖，辽宁辽阳购彩者王先生
（化姓）凭借一张10元5注的
单式票，精准命中一等奖1注，
收获奖金1000万元。

由于工作原因，王先生
（化姓）不能亲自到辽宁省体
育彩票中心领奖，12 月 22
日，由他的父母代为领取了奖

金。
王先生的父亲表示，儿子

有着三年多的购彩经历，收入
一般，所以不是期期都买，只
是偶尔想起来才去家附近的
体彩店买点大乐透，每次都是
机选5注。“我们家条件不是很
好，儿子现在还没有女朋友，
我们会合理地规划这笔奖金，
特别感谢中国体育彩票给了
我们这么大的惊喜！”

男子10元单式票
揽大乐透1000万

醉驾袭警 一错再错
哈尔滨交警公布2021年十大典型交通违法案例

生活报讯（郝树行 记者何兴丽）2021年，哈尔滨市交警部门深入
推进交通事故预防“减量控大”，严厉打击各类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全力
维护道路交通安全有序。在交通秩序治理整顿中，交警部门发现，仍有
个别驾驶人无视法律、肆意妄为，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隐患。现将哈市
今年以来十起典型交通违法案例予以公布，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严格
遵守法律法规，切勿触犯法律红线，安全文明依法出行。

3月4日，交警平房大队民警
在新疆三道街沿线检查一台车号
为黑AYF61*的车辆时，发现驾驶
人舒某光涉嫌酒驾。在对其进行
呼吸式酒精检测时，该人拒不配
合，并多次出现辱骂、威胁、撕扯、

推搡交警的恶劣行为。经抽血检
验，其酒精含量为 168.11mg/
100ml，达到醉驾标准。最终，舒
某光因犯袭警罪和危险驾驶罪两
项罪名，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
刑一年，并处罚金15000元。

案例一：醉驾袭警 一错再错获双罪

3月8日，交警部门在工作中
发现，友谊东路与太平北四道街
交口，4台渣土车无视交通信号指
示，闯红灯通过路口。

经查，3台车为中特黑龙江省
物流有限公司所有黑AR090*、
黑AS965*、黑AS794*号货车，1
台为哈尔滨瑞顺运输有限公司所
有黑AT995*号货车。交警太平
大队对4名驾驶人分别处以驾驶
证记6分、200元罚款的行政处
罚，并约谈企业负责人。

今年以来，哈市已查处大货

车闯红灯2174台，交警部门将持
续打击大货车闯红灯、超载等严
重交通违法行为。

案例二：“组团”闯灯 危害安全遭查处

获双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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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见习记者王艳 记者陈
莹）近日，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组
织完成了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任务391批
次，涉及食用农产品，蔬菜制品，食用油、
油脂及其制品等4类食品。其中合格样
品384批次，不合格样品7批次。不合
格项目主要是农药残留超标、食品添加
剂超范围使用、微生物污染。

农药残留超标涉及：齐齐哈尔市泰
来县家得乐超市销售的冬枣、双鸭山大
润发商业有限公司销售的姜、佳木斯市
前进区哈维斯超市山水店销售的韭菜；

食品添加剂超范围使用问题涉及：
黑龙江昆仑超市连锁有限公司销售的标
称大庆市农佳美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乳
酸菌酸菜；

微生物污染问题涉及：哈尔滨市南
岗区瑶记自助骨头锅店提供并使用的餐
盘等。

对抽检中发现的不合格食品，省市
场监管局已责成辖区市场监管部门立即
组织开展了核查处置工作，及时查清产
品流向，采取下架、召回等风险控制措
施，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查处，并将采取
的风险防控措施和核查处置情况向社会
公开。

奥迪车划痕新伤还是旧伤？
4S店和车主协商补偿2万元

生活报讯（见习
记者索锡宁 记者吴
哲）近日，哈尔滨市民
杨女士向生活报记者
反映，自己的奥迪牌汽
车在4S店进行维修期
间，车辆后保险杠发现
了一处划痕，至于划痕
是如何造成、何时造成
的，4S店方面也说不
清楚。对此，生活报记
者进行了采访。

“之前我的车发生了交通事故，车前面的两个大灯
坏了，需要到4S店进行维修。11月2号，哈平路运通俊
晟4S店的工作人员，到我家地库把我的奥迪车开走去
维修了。我在物业调取的地下车库监控能够看出来，
4S店的人将我的车开走的时候，我的车后保险杠什么
问题都没有。”杨女士告诉记者，“12月9号，工作人员
把车给我送回来，我发现后杠靠近排气管的位置被维修
了。我找到4S店，工作人员把车辆维修前拍的照片给
我看，就看到了这处划痕，但划痕怎么造成的、什么时候
造成的，他们也没有明确的解释。”

“正常车辆到4S店之后需要有检测单，说明车辆当
时到店的情况，但是我的车什么都没有。车维修完，被
工作人员送回来的时候，我发现油表公里数多出了80
公里的路程，正常在4S店里维修也不能走那么多路程
啊。”杨女士说：“我想让4S店给我提供车辆在4S店期
间的监控录像，他们也是各种理由不给我看，现在我想
知道划痕到底是怎么造成的。”

车辆后保险杠 咋就“被维修”了

针对杨女士反映的情
况，生活报记者和运通俊晟
4S店奥迪服务经理卢先生
取得了联系，他说：“我们和
杨女士一直在协商这个事
情，这个伤确定不了是不是
在这造成的，因为4S店内不
是每个角落都安装了监控，
而且这处划痕的位置在接近
排气管的位置，不容易监控
得到。我们提出就不去纠结
这个伤的事了，因为现在这
处后保险杠上的划痕，在车
辆送还给车主本人之前，已
经维修完成了，12月9号的
时候车辆也交还给客户本人
了。现在就是从客户关爱的
角度给予她一定的赔偿，但
是她一直就是要求得到和车
后保险杠同等价值的金额赔
偿，目前我们还在协商。”

对于杨女士提出的车辆
在4S店维修期间，多出了80
公里左右的行车路程和4S
店没出具车辆维修检测单的
情况，卢先生解释说：“多出
来的公里数我们也解释过
了，因为我们这个店有上下
六层，每层之间都有坡道，每
个工种分布在不同的位置，

而且（维修）涉及到机电、钣
喷好几个项目，像我们洗车
在负一层，钣喷在五楼，所有
这个上下行，来回走了好几
趟。而且她在来的时候反映
说车辆有异响，这个异响我
们要进行试车，不试的话不
知道异响是怎么发生的，然
后加上去她家取车、送车的
这个路程，可能导致这个公
里数发生了变化，我们不可
能把她的车开出去私用。”

卢经理说：“没有出维修
流程单，是因为当时是工作人
员去她家取的车，确实是疏忽
了，只是把她的车的状态拍了
两张照片，而且那个照片也体
现不出来后杠的那个问题，要
是能体现出了这个问题就好
解决了，我们看看能不能和杨
女士约见一下，把问题再协商
解决一下。”

经过记者的沟通协调，
目前运通俊晟4S店已经和
杨女士达成了和解。4S店
方面表示无论该处划痕是谁
造成的、何时何地造成的，出
于对客户负责的态度，他们
决定给予杨女士共计两万元
的补偿。

4S店承认流程疏忽 双方已达成和解

对此，黑龙江省直属律师协会会长
鞠文英律师表示，双方签订合同是基于
自愿、协商一致、依法订立的合同，对双
方具有同等的法律约束力。目前，穆先
生已经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装修款，哈尔
滨柒彩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就应当按照合
同约定，如期履行自己的装修义务。

根据《民法典》563条的相关规定，在
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
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情况
下，另一方可以要求解除合同。哈尔滨
柒彩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迟延履行双方约
定的装修义务，且已暂停营业，穆先生可
以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装修合同，在扣
除装修公司已经完成的施工费用后，装
修公司应返还穆先生剩余的装修费用。
同时，根据《民法典》577条的规定，当事
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
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
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穆先生除了可以主张哈尔滨柒彩装饰工
程有限公司返还剩余的装修费用，还可
以同时要求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生活报讯（记者肖劲彪）日前，哈尔滨市民穆先生向生活报记者反映，今年8月份，他与哈尔滨柒彩装饰工
程有限公司签订了4.4万元的装饰工程施工合同，可是装修进行了一半，却停止了。穆先生曾经多次找到柒彩
装饰店内的工作人员，但是对方一开始表示停工是因为该公司资金出现了问题，后来对于穆先生打去的电话
也不接了。

穆先生家住哈尔滨市南岗区，
他要装修的房屋以前一直处于出
租的状态，这次本打算将房屋翻新
装修后自己住。今年8月20日，穆
先生在位于松北区红星美凯龙商
场五楼办公的哈尔滨柒彩装饰工
程有限公司签订了4.4万元的装饰
工程施工合同，施工方式为大包
(包含暖气)，合同约定60天内完成
全部施工。但等轻工辅料干完，装
修公司再也没来过人。直到现在
穆先生家室内的水、电、吊顶、墙

面，坐便器、洗手盆都没有进行安
装。

穆先生说，自己已经将前期装
修费用42400元，支付给了哈尔滨
柒彩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剩余尾
款，将在工程验收后支付。装修停
工后，他多次找到该公司负责人周
某询问停工原因，周某解释称公司
资金链断了，正在想办法解决。随
后，哈尔滨柒彩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门店就不再营业了，穆先生也无法
联系上该公司的人员。

说好60天完工 没装完就停工了

27 日，记者电话联系到了哈
尔滨柒彩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负责
人周某，对于穆先生反映的问题，
这名姓周的负责人解释称：“公司

经营遇到了一些状况，现在缓解
了点。”至于什么时候能给穆先
生装修完，周先生也没有明确表
示。

装饰公司：经营出了状况

市民投诉柒彩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市民投诉柒彩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交了交了44万多万多元元
装修到一半不装了装修到一半不装了

农药残留超标
添加剂超范围使用
微生物污染

我省公布7批次

不合格食品

律师：
可解除合同 要求赔偿

315
3·15在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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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先生家装完一半的房屋穆先生家装完一半的房屋

杨女士车辆出现的划痕杨女士车辆出现的划痕
照片由杨女士提供照片由杨女士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