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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帮办记者李威
兵文/摄）5日，哈市市民向生活
报帮办记者反映，南岗区大成街
154号地下室漏水，屋里变成了

“水帘洞”，但物业不给修理。
5日，记者来到大成街154

号，发现此处地下室是一家艺术
学校，刘大爷是这里的房主。记
者进到屋内时，地面上全是水，
还放着大大小小的桶和水盆用
来接水，黄色的水不断从天棚上
流下来，刘大爷不停地把桶里的
水倒进厕所，但没过多一会儿，
桶又满了。屋内即便戴着口罩，
也能闻到一股臭味。刘大爷说：

“这些水都是下水，可臭了。”
刘大爷告诉记者，4日中午

屋内突然开始漏水，艺术学校也
停课了。刘大爷找到负责该楼
的物业，但物业工作人员查看后
表示，因为管线有改动，他们无
法维修。水就这样一直漏着。
当日记者联系到物业，对方表示

情况属实。记者此后联系了负
责该地区的辽阳社区，据工作
人员介绍，5日一早，社区也同
物业一起来到现场查看了情
况，现在正帮助刘大爷协调修
理的事宜。社区工作人员说：

“因为物业表示不能维修，现在
只能刘大爷自己进行修理，我
们也正在做他的工作。”

经过社区沟通，刘大爷同
意自己承担维修费用，希望社
区帮助他找维修工人。当日维
修工人到现场查看后表示：“屋
里的管子没问题，下水管没
漏。漏水是因为外面的下水井
堵了，脏水流不出去，倒灌进

屋。我们现在去找物业，看看让他们怎么处理一
下下水井。”

社区工作人员表示，目前正在对此事进行协
调，争取尽快解决问题。

大成街154号

地下室漏水严重 还有味儿
维修工：下水井堵塞导致 社区：正协调解决

生活报讯（帮办记者史天一文/
摄）4日，有读者向生活报帮办记者反
映，哈市南岗区辽阳街68号友联小区
C栋2单元所有3号门一侧的居民家
厨房返水，最严重的已经漫出房门
外。物业虽然进行了查看，但没有彻
底处理。

4日上午，记者来到了友联小区C
栋2单元503室，因为楼上居民没有
用水，当时还看不到返水的迹象，但厨
房水池内仍有少量存水。房主刘先生
说，楼下203室的情况最为严重，水都
能漫出房门了。刘先生最近不得不通
知6楼、7楼的住户尽量别用水，用水
的话就把水倒进卫生间内，否则很快
就会返水。“这种情况持续差不多半个
月了，很不方便，用水都小心翼翼。”刘
先生表示，物业工作人员来检查过，说

有人私改管线，后来管线改过来了，物
业没有继续进行处理。

此后记者联系了负责该处的政怡
物业花园分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2021年12月30日，物业接到反映后
立即组织工人前去查看，发现3楼一
户居民家私自更改管线走向并要求恢
复。恢复后赶上物业公司维修师傅人
员变动，耽误了几天。4日已派工人
进行维修，初步怀疑是单元的厨房下
水主杠堵了，最近两天就能维修完毕。

友联小区C栋2单元

居民家厨房返水 漫出门外
物业：正在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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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帮办记者接到市民黄女士的电
话：“冬天家里的浮灰很多，尤其是
天花板和角落里，我想自己清理一
下，不知道帮办有没有好办法呢？”
接到求助电话后，帮办记者第一时
间联系了黑龙江省妇联龙妹家政的
张鑫老师，她给大家带来了清理小
妙招。

“家里的角落和接缝是最难清
理的死角，非常容易产生发霉的情
况，造成霉垢。我们可以尝试使用
废旧牙刷进行刷洗，如果是比较顽
固的污垢，则可以使用牙膏、洗涤剂

来清理，然后再用水擦拭干净就可
以了，记得保持干燥哦！”张鑫老师
表示：“如果是清理天花板，可以使
用鸡毛掸子，用鸡毛掸子能够彻底
清除天花板上的灰尘；如果遇到难
清扫的污渍，可使用刷子和清洁剂
进行清洁，也可以使用毛巾进行擦
拭，同时也可以使用湿毛巾，能够避
免灰尘到处飞扬。”

家中角落积灰怎么清理？

生活报讯（帮办记者仲亮）“一
直困扰我们的高压线问题终于解决
了，感谢市住建局的工作人员！”日
前，哈市香坊区消防胡同8-16号居
民们对市住建局工作人员表达了他
们的感激之情。

生活报帮办记者了解到，消防
胡同8-16号居民楼是临街单元，因
年久失修，今年被列入我市老旧小
区改造工程项目。但由于居民楼附
近存在高压架空裸线，近距离施工
存在安全隐患，导致“旧改”施工无
法进行外墙保温改造。

在与居民座谈了解情况后，市
住建局立即组织电力、区旧改办、施

工、监理等部门召开专题会议，要求
电力部门制定出切合实际的解决方
案；香坊区旧改部门协调施工单位
并强化安全管护措施，决不遗留安
全和质量隐患。经过市、区各部门
工作人员的努力，此前，架在居民楼
墙体的高压线已被改为带外保护的
架空电缆。

消防胡同居民的烦心事解决了

高压裸线改为架空电缆 安全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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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福彩

助农电商平台
回馈生活报读者

价格一降到底/免费包邮

福建武夷山直邮福建武夷山直邮
简包装简包装

大红袍伴手礼礼盒：
88元/盒（150克）

正山小种伴手礼礼盒：
98元/盒（150克）

13613600156订购
电话

大红袍岩茶：约8.3克/泡，果香小种：约5克/泡

正山小种：158元/250克
赠送：98元大红袍/250克

13613600156订购
电话

大红袍6泡
原价19.9元/盒

特惠：买2盒送1盒

13613600156订购
电话

大红袍半斤装
原价98元/盒

特惠：买1盒送1盒

13613600156订购
电话

果香小种10泡
原价25.9元/盒

特惠：买2盒送1盒

13613600156订购
电话

喝好茶喝好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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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
电话13796106320

公 告
根据市政府关于历史遗留

不动产办理的相关规定，现对以
下房屋不动产权现受让人及相
关情况予以公示：

本人聂宏宇，现为坐落于哈
西民主家园 B6 栋 1 单元 2 层 12
室房屋的受让人，该房屋用途为
住宅，建筑面积 58.88 平方米。
该房屋原所有人杨文君已将该
房屋实际交付本人，由本人实际
占 有 ，原 房 屋 拆 迁 协 议 号
01090215718。本人自愿承诺该
不动产权属无争议，申请办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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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哈
西新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和哈尔滨市不动产登记交易
事务中心道里一分中心。

异议书面材料送达地址：哈
尔滨市哈西新区房地产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哈西新区阳光街 7
号，联系电话：0451-51871905。

哈尔滨市不动产登记交易
事务中心道里一分中心，道里区
经 纬 七 道 街 3 号 ，联 系 电 话 ：
0451-87630943。

2022年1月6日

1月 4日晚，中国福利彩票双
色球游戏第2022002期开奖。本
期双色球红球号码为02、12、21、
23、25、31，蓝球号码为08。

本期双色球一等奖中出9注，
单注奖金为729万元，这9注一等
奖花落7地：天津1注、河北2注、浙
江2注、江西1注、河南1注、云南1
注、深圳1注。

本期双色球二等奖中出 134
注，单注中奖金额19万余元；六等
奖中出1285万注。

本期双色球全国销量为4.08
亿元，为国家筹集公益金 1.47 亿
元。计奖后，双色球奖池金额为
10.91亿元，下期广大购彩者将有
机会2元中得1000万元。

据福彩双色球微信号

一等奖9注729万
筹集公益金1.47亿

2021年12月22日，位于辽
宁营口鲅鱼圈丽水小区的159号
站传出大奖喜讯，该站一位彩友
刮出“5倍惊喜”刮刮乐头奖20
万元。近日，中奖者办理了兑奖
手续。

据了解，小张（化姓）老家在
大连，是来营口打工人员。作为
一名生活快节奏的90后，小张平
时买彩票就喜欢即买即开不用等
待开奖的刮刮乐彩票。福彩每次
一出新票，小张都会在第一时间
去站点“尝鲜”。

中奖当天，小张吃过午饭后
便来到家附近的站点购彩。他先
是买了 5 张最喜欢的“富贵有

余”，中了10元钱，觉得自己手气
不错，便用中奖彩票换了2张“5
倍惊喜”继续刮。当他刮开第二
张彩票的“中奖号码”时，数字

“38”出现在他眼前，随后他慢慢
刮开第一行“我的号码”区域，当
数字“38”出现时小张心里一喜：
中奖了！他赶紧刮开与之对应的
奖金区域，结果“200,000”字样
顿时映入眼帘。

兑奖后，当工作人员问及打
算怎样使用中得的奖金时，小张
表示，想用这笔钱在鲅鱼圈买个
房落户，并且会继续购买刮刮乐
彩票。

据辽宁福彩微信公众号

大连小伙在营口刮中“5倍惊喜”20万 2021年12月24日下午3时许，湖北省福
彩中心兑奖处进来两男一女。“这里是兑奖的
吗？我来兑个奖。”中年男子问。这三人中的
一位就是12月23日双色球2021147期一等
奖660万元大奖得主项先生（化姓），来自湖北
荆州监利市。

项先生说：“这个大奖，是我好不容易守
出来的。”

项先生年近50岁，家在农村，从事养殖
业。他购彩多年，最喜欢双色球。几年前，他
随意组合了5组双色球号码，购买至今。

项先生购彩比较随意，这些年来，虽说号
码未变，但他并非每期都买，有时候忘了，有
时候工作忙顾不上。虽然如此，购彩仍然给
他带来不少乐趣，偶尔中个小奖，就能让他非
常高兴。就这样，双色球就像一位老朋友，伴
随他走过了一段又一段平凡的岁月。没想
到，这一次，“老朋友”为他带来了大惊喜。

据福彩双色球微信公众号

获660万大奖湖北购彩者：

双色球就像一位老朋友

随着警方介入调查，小美才
知道几乎同样的时间，同样的手
法，这个团伙如法炮制，诈骗了多
名求职者。

28 岁的小蔡马上就要入职
了，才得知“老板在回京路上出了
车祸，成了植物人”。诈骗案发
后，小蔡作为受害者之一曾向警
方坦言，自己一直在借钱还款，

“已经无法正常生活了”，而小美
和小蔡案中出现的金总和司机赵
俊都是“原班人马”。

2019年12月，小雪在网上投
递求职简历，随后，她收到了招聘
邀请。对方称，可为其介绍总经
理助理职位，月薪同样为8万元，
但这个职位对外表有一定要求。
见小雪对整容费用犹豫，对方称，
其只需在网贷平台申请贷款，一
切费用由公司报销。

小雪用贷款在美容院顺利做
了整容手术。不料，手术后，面试
官却一改之前的热情，对其入职
一事百般敷衍，甚至不接电话。

警方对此开展了专项行动，
北京警方出动30余个抓捕组在北
京、上海、山东、河南、河北等地对
诈骗团伙成员同步开展抓捕，对
10余个“招工美容贷”诈骗团伙和
个人进行精准打击，并对涉及的9

个涉案医疗美容机构进行查抄，
拘留犯罪嫌疑人123名。

“赵俊”和“金总”正是在这次
行动中落网的。他们在多个招聘
平台上以高薪为诱饵寻找求职者，
再以职位对外在形象有要求等理
由让求职者贷款做整形手术。

他们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
都是在车里或是酒店大堂同求职
者会面，整形机构也是事前和对
方联系好的。整容机构为了拉更
多的客户，选择和中介合作，事后
双方利益分成。

招工团伙和美容医院相互配
合，通过招工、整容、贷款等环节
层层设套，各种套路环环相扣，形
成了完整的利益链条。

记者注意到，受害者群体呈
现出4个特点：女性、年龄偏低、受
教育程度偏低、急于找工作。

诈骗过程中，犯罪分子的“身
份包装”和“话术”也是诱导受害
者选择贷款整形的重要因素之
一。嫌疑人常以“总裁司机”的身
份劝导应聘者：“当助理需要跟着
老板出席很多商务活动，对形象
要求较高，整形后才可以给你安
排工作。”部分受害者则会认为

“入职后薪水很高，足够偿还贷
款”，最终同意贷款整形。

诈骗团伙被端 整容机构参与利益分成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记者朱健勇）2019年8月13日下午4点，22岁的小美独自坐在

北京西城区一家饭店大厅，她正在等她的未来老板王总。可是两个小时过去了，还不见王总
人影，她只好联系了王总的司机赵俊，赵俊却传来了一个坏消息：“王总出车祸了！”接着，赵
俊发来一段视频。视频里，一个人满脸是血地躺在急救中心的床上，被人推进了手术室。

小美怎么也没想到，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的骗局。随着北京市第三人民法院终审宣判，这
个“招工美容贷”背后的套路和利益链条也得以曝光。

2019年7月7日，正在找工作的小美在
某同城招聘平台上看到一家公司招聘总裁
助理，她随即投了简历。

两天后，一个自称金总的人加了她微
信。他问了小美一些个人情况，但又说不是
他要招人，他只是中介，可以帮她找适合的
公司。在详细问了小美的个人情况、兴趣爱
好后，其告诉小美她的工作是给客户当私人
助理，月薪8万元。小美当场表示“愿意”。

7月下旬，小美见到了她未来的雇主王
总和其司机赵俊。2019年8月1日，赵俊约
小美见面并对小美说，“王总出差来不了了，
老板对你很满意，但有个附加条款得签一
下。”其“附加条款”就是让小美做微整容，而
且需要进行24期贷款。条款还约定，贷款
由王总偿还。

此后，小美在赵俊的带领下来到一家整
形机构，花了8.5万元做了双眼皮、肋骨和假
体隆鼻、瘦脸针等八个项目。

付款时，小美被整形机构负责人和两名
消费金融公司放贷业务员团团围住，在没有
太多考虑的情况下签了字。当时她没有固
定工作，贷款额度不高，因而在“捷信”贷了3

万元，“即分期”分两次贷了1万元和4万元。
据悉，上述款项中，8万元直接划到了整

形机构账户，剩下5000元，小美付款给医
院。

完成手术出院后，小美和赵俊联系，表
示想约王总谈贷款和后期工作安排，左推右
阻后，对方终于答应见面。就在会面当天，
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司机赵俊说“王总
出车祸了！”

赵俊通过微信给小美发送了一段王总
出车祸的视频。视频中，一个人躺在急救中
心的床上被推进了手术室。而这个视频小
美刚看完就被赵俊撤回。

小美没有怀疑视频真假，还一直关心王
总的“病情”。一开始，赵俊说王总昏迷，之
后又说王总病情恶化转到上海。总之，小美
没有机会去看望“出车祸”的王总。

随着贷款还款日期的临近，小美越来越
着急，担心还不上钱影响个人征信。赵俊回
复说：“我也没办法，我只是个司机啊。”

一直到9月中旬，小美也没能等来任何
好消息，金总联系不上，美容机构也没说法，
最终其选择报警。

应聘总裁助理 须签“附加条款”整容

双色球开奖

套路贷这不是工作，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