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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小区所属社区松北街道办欧美亚社区在事发
后也与物业工作人员来到现场，针对楼房高处有水泥墙
皮坠落等问题进行查看。现场，社区负责人表示，为防止
再有墙皮脱落等情况，已经要求物业立即将现场进行围
挡。

社区负责人表示，针对业主车辆被砸，社区会与物业
协同加强小区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同时建议被砸车辆业
主通过司法程序依法维权。

社区：建议走法律程序维权

生活报讯（记者于海霞）在哈市南岗区文景社
区封控区卡口，身材瘦小的工作人员李娜熟练地一
边消毒、一边将一袋袋物资整齐地摆放在单元门口，
从早上7点到晚上6点，她的双手在橡胶手套里捂
得发白。

今年32岁的李娜，儿子6岁，女儿不到3岁，自
4月15日文汇家园小区封控管理后，李娜就和一起
工作的5位姐妹在社区里安了家。运送物资、消毒、
核酸检测、转运、流调……紧张繁忙的防控任务几乎
占满了李娜的全部时间。

小区里老年人的日常所需，她特别留意。在派
送物资的同时她都会隔门问一下：“身体有没有不舒
服、有没有缺吃缺用。”配送物资时，每每看到居民阳
台上晾着的小衣服，她就会想起家里的两个孩子。

“不能哭，哭了口罩就湿了。”李娜强忍泪水。
一线防控工作的辛苦，居民也都看在眼里。夜

里，居民送来的床垫子和家里闲置的沙发就是她们
临时的床。有了居民的理解，李娜和姐妹们的责任
感化为无尽的工作动力，为保障居民日复一日地坚
守着……

社区工作人员李娜：

“不能哭，
哭了口罩就湿了”

生活报讯（记者仲亮）22日，哈市南岗区汇龙
北纬45°小区业主殷女士4岁的儿子突然生病，
无助之时，殷女士求助物业，欣汇龙物业秩序主管、
共产党员宋志国得知后，立即驾车把孩子送到医
院，由于救治及时，孩子已转危为安。

22日19时20分许，殷女士4岁的儿子高烧突
发惊厥。“当时，只有我和孩子在家，我非常害怕和
无助。”殷女士说。情急之下，她拨通了物业的客服
电话，正在值班的秩序主管宋志国了解情况后，马
上回复到：“我们为你出一辆车去医院。”

仅用不到15分钟，就开到了医大二院。在协
助办理入院手续时，帮忙抱孩子的宋志国已汗如雨
下，直到孩子爸爸赶到，他才离开。“临别时，我问他
的名字叫什么，他只说了一句没事，便离开了，因为
防护服和口罩把他遮得严严实实，只能看到他胸前
佩戴着党徽。”殷女士说。

23日一早，孩子病情稳定后，殷女士将感谢信
发到业主群里，立即被业主们点赞刷屏。后来她才
得知，当晚帮助她的是欣汇龙物业党员志愿服务队
的宋志国。

男孩突发高烧惊厥
保安紧急驾车送医

生活报讯（记者仲亮）眼下，为有效防控疫情，
哈市很多市民足不出户宅在家中，可是，宅在家中也
给很多市民带来烦恼。没人遛狗、孩子的卷子无处
打印……好在小区物业工作人员出手帮忙，解决了
静态管理中居民们的生活难题。

香坊四季柏悦小区部分居民被管控在家不能出
入单元，可家里的宠物狗因习惯却不拉不尿，憋得直
叫。了解到业主家的实际情况后，金亚物业“大白”
便主动提出帮忙遛狗。为避免交叉聚集，还按楼层
分批分时段进行。这一暖心举动让业主们连连为物
业点赞。

孩子居家线上学习后，需要打印各种作业。为
帮助业主解决问题，南岗区纳帕英郡小区的纳帕物
业在业主群中，主动提出开展免费打印业务。为避
免聚集，他们派专人负责接收学生的打印内容，并约
定交接地点，全程无接触，受到业主们的好评。

“从修轮椅、儿童车，再到通下水……足不出小
区，一站式全解决。”在松北区玉龙湾小区，菱建物业
的维修师傅们组成了“万能工”志愿服务队，免费为
有需求的业主提供服务，让业主能安心居家防疫。

遛狗打印修轮椅……
业主急难事物业全管

生活报讯（记者郭登攀 时继凯文/摄）近日，生活报
记者接到哈市李先生打来电话称，他的宾利车停在小区
车库门前，被楼顶掉落的水泥块砸到，车体被砸出多个小
坑。李先生多次找到物业，但物业以李先生停车位置为
小区公共区域，而非收费的停车区域为由，不同意支付修
车费用。其所在的社区也称，这件事只能协调双方，还是
希望李先生走法律程序。

24日，记者在松北区欧美
亚世界阳光小区见到了李先
生，据他介绍，他是该小区24
号楼2单元的业主，他的宾利
轿车平时一直停在楼下一处
车库门前，这个车库是他朋友

家的。
23日下午4时许，李先生

到车里取东西时，发现爱车被
楼顶掉落的水泥块砸出好几
处小坑，最严重的位置是左侧
车门上方有一处深坑。李先

生说：“当时，车上有很多楼顶
掉下来的小水泥块，好在车里
当时没人。我咨询了一下4S
店，这辆车目前的维修费得上
万元。我多次找到物业，但都
没给我解决。”

楼顶掉落水泥块宾利车被砸出多个小坑

随后，记者来到小区物业
哈尔滨派尔阳光物业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负责人付经理
介绍，物业在23日已经接到
业主反映的情况，工作人员也

去现场查看了情况，该小区已
经13年了，小区房屋建筑质
量存在非常多的问题，有些墙
体外层有松动、掉落的情况。

李先生车被砸坏的事情，

最好走一下保险。因为李先
生的车停在车库外，属于小区
的公共区域，而不在收费停车
指定位置，所以，物业也不好
说有多少责任。

物业：车停在公共区域，最好走保险

松北区欧美亚世界阳光小区一业主投诉：

楼顶掉落水泥块
宾利车被砸多个小坑
物业：车停在公共区域，最好走保险
社区：建议走法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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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高阳 记者何兴丽）近日，哈市实行社
会静态化管理，哈尔滨市公安局交警部门从严落实各
项交通管控举措，临检劝返限行车辆，并及时发现和打
击各类交通违法犯罪行为，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其间，一男子利用市民居家这一时机，盗取他人车辆，
被交警部门依法查获，并移交相关部门进一步处理。

23日6时45分许，交警平房大队事故科副科长王
立福与同事在平房区向东街东方小区门前对过往车辆
进行检查。一辆夏利车在距离执勤民警10余米处，突
然熄火，驾驶人神色慌张，多次启动机动车未果，行为
十分可疑。由于车牌号与当日限行规定不符，民警便
上前对该驾驶人进行检查。当要求其出示驾驶证、行
驶证及相关出行证明时，驾驶人却吞吞吐吐，无法说明
该车辆具体情况，并承认自己根本没有驾驶证，交警立
即提高警觉，意识到事情没有这么简单，遂将驾驶人带
回大队进一步调查。

带回大队后，违章科办案民警在调取该人身份信
息时，发现该人竟有两次犯罪前科，其中一次就为盗窃
犯罪。随后办案民警查询到该车所有人为曹某某，当
曹某某接到核查电话时，才发现车辆已丢失。

原来，前一天曹某某将车停在楼下后忘记锁车，于
是给违法人员留下了可乘之机。

距离民警10余米处
突然熄火
哈市交警临检识破盗车贼

生活报讯（记者何兴丽）记者24日从黑龙江省公
安厅交通警察总队哈大大队了解到，哈大高速安达西
收费站因品质提升改造工程的实施，将进行增加站区
收费车道改造施工，施工过程将对收费站临时封闭。

封闭时间：4月25日0时—5月9日24时。

4月25日至5月9日

绥满高速哈尔滨至大庆段
安达西收费站 临时封闭

我省交警发布“五一”出行提示

易堵收费站、路段请注意
生活报讯（记者何兴丽）“五一”假期将至，为保障市民假期出行安全，黑龙江省公安厅高速公路交通管理局结合我省高速公路出行情况及特点，汇总

发布五一假期交通安全“两公布一提示”。结合当前疫情防控形势，郑重提示大家在出行前要了解目的地的疫情防控等级以及当地的出行政策，确保行程
安全顺利。

1、京哈高速：哈尔滨南收费
站；2、哈大高速：大耿家收费站、
卧里屯收费站；3、哈牡高速：哈尔
滨收费站；4、哈尔滨绕城高速：朝
阳收费站、群力收费站、成高子收
费站；5、哈同高速：宾西收费站、

宾州收费站；6、鹤大高速：铁岭河
收费站；7、鹤哈高速：赵家收费
站、兴隆收费站、铁力收费站、伊
春收费站；8、吉黑高速：黑河收费
站；9、大广高速：龙凤收费站、英
歌收费站。

易拥堵收费站

1、哈大高速：哈大高速（大庆至哈尔滨方向）去往哈尔滨绕城高速入口
处；2、鹤哈高速：K461- K463，鹤哈高速去往哈尔滨绕城高速互通区前2
公里的路段。

易造成拥堵路段

1、哈大高速：K518-K519 坡
路；K554肇东服务区；K605桥面、
坡路；K632桥面；2、哈牡高速：K189
弯 道 ；K223 隧 道 出 口、弯 道 ；
K271-K273连续弯道；K321弯道；
K351-K352弯道；K397-K398弯
道；3、哈尔滨绕城高速：K1泰能加油
站；K11污水厂引发多雾；天恒山隧
道；哈大、哈伊、哈同、哈牡、京哈互
通区；4、绥满高速：K102-111路
段；K686-K688,弯道；5、鹤大高
速：K210-K214，鸡西至七台河方

向 太 平 岭 路 段 转 弯 急 坡 ；
K229-K230，鸡西至牡丹江方向路
面沉降，降雨后路边积水多；6、鹤哈
高速：K461- K463，鹤哈高速至哈
尔滨绕城高速互通区前2公里的路
段；K400-k395，易发生事故点位
k397 公里；K331-K332，弯道；
K240伊春至哈尔滨方向路段；7、伊
齐高速：K10伊春至北安方向路段、
K11 + 250M 处；8、绥北高速：
K87-K88,弯道；K124-K128，连
续弯道；K133-K138，连续弯道。

易发生事故点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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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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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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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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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
哈西一元养老院

招自理、半自理、卧床老人，吃的
好、住的好、玩的好，对半自理和卧
床老人提供专业护理。交通便利，
配套齐全、药店、洗衣房、食堂、专业
医护队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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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45866229

名片/彩页/印刷、
宣传册，各种纸质印刷
品、价格优惠。

联 系 电 话
0451-82425822

名片、彩页、印刷
免费设计、免费发货

详
情
扫
描
二
维
码

省交投集团护航行动

提供免费核酸、免费简易汽修等服务

为配合“即采即走即追”闭环管理高
效实施，联合地方防疫部门，在牡复高速

“渤海服务区”、京哈高速“运粮河服务
区”、哈尔滨绕城高速“松北服务区”、齐泰
高速“泰来服务区”、吉黑公路“牛家服务
区”设立检测点，为到达目的地时核酸检
测结果即将或已超过48小时的货车驾驶
员，提供免费“核酸检测+抗原检测”服务。

提供免费核酸检测服务

拨打“0451-96969”龙江交投高速
公路客服防疫服务专线电话，可以24小
时咨询全省各地防疫检查政策；每天10:
00—15:00进入“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
播间，可以互动咨询防疫政策；通过关注

“龙江交投高速运营公司”微信公众号，可
以查看省内每个收费站所在地防疫卡点
管控措施情况。

提供通行线路优化服务，为提高货运
车辆通行效率，通过高速公路LED显示
屏、96969龙江交投高速公路客服热线、
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即时发布哈尔
滨周边入城查验状态、路况拥堵等信息，
提供快速绕行建议方案，提示驾驶员优化
行车路径。

提供防疫政策咨询服务

在拉林河服务区（下行）、松北服务区
（上行）、平山服务区（上行）、尚志服务区（上
行）、镜泊服务区、兴源服务区（下行）、得莫
利服务区（下行）、四丰山服务区（上行）、锦
山服务区（下行）、黑瞎子岛服务区、共和服
务区（上下行）、日月峡服务区、龙镇服务区
（上行）、扎龙服务区（上行）、富裕服务区（上
行）、甘南服务区（上行）等17个高速公路服
务区的“司机之家”设置“护航驿站”，免费提
供简餐、休息房间、自助热饭、自助洗衣烘
干、淋浴、应急药品等服务，免费打印健康
码、核酸报告，让货车驾驶员能够“吃上热乎
饭、喝上热乎水、洗上热水澡”。

提供免费简餐休息等服务

在拉林河服务区（上下
行）、运粮河服务区（上下行）、
松北服务区（上下行）、尚志服
务区（下行）、横道服务区（上
行）、兴源服务区（上行）、得莫
利服务区（上下行）、太平服务
区（下行）、康金服务区（上下
行）、日月峡服务区、克山服务
区（上下行）、依安服务区（上下

行）、富裕服务区（上下行）、齐
齐哈尔服务区（上下行）、昂昂
溪服务区（上下行）、甘南服务
区（上下行）、扎龙服务区（上
行）、泰来服务区（上下行）、江
桥服务区（上下行）等 32个高
速公路服务区提供免费汽车简
易维修、轮胎充气服务，为货车
驾驶员提供便捷安全保障。

提供免费汽车简易维修服务

集团所辖118个服务区
设置专人，为货车及货物进行
防疫消杀；单独设置冷链运输
车专用停车区，单独登记，单
独消杀。

提供车辆免费寄存服务，
集团所辖162个收费站全部
开放，为货车提供免费寄存停

车场地。
提供临时免费停车服务，

为防止和有效缓解京哈高速公
路哈尔滨入城口车辆积压拥堵，
开放哈尔滨南收费站附近集团
所属哈尔滨龙运物流园区停车
场，供货运车辆免费使用，同时
提供免费消杀等防疫服务。

开放哈尔滨南收费站附近停车场

在哈尔滨朝阳收费站附
近，集团所属黑龙江省交投工
程建设有限公司办公场地内
单独新建5000平方米专用免
费隔离场区，联合地方开展货
车“手递手”转运行动，并为货
车驾驶员提供相应后勤保障
服务。

提供货源免费对接服务，
关注“龙江交投”微信公众号，

点击菜单栏左下角“龙江交
投-车货信息”，免费为货车
车主和驾驶员查询货物运输
需求信息、车源信息，提供货
物运输信息匹配服务。

提供应急运输保障服务，
集团所属黑龙江省龙运（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组织储备300台
客货车辆，随时承担应急物资
运输及人员转运任务。

提供“手递手”转运、货源免费对接服务

为车辆提供消毒服务为车辆提供消毒服务 由省交投集团提供由省交投集团提供

生活报讯（记者栾德谦）24日，记者从省交投集
团获悉，该集团开展了“携手同抗疫，服务保畅通”护航
专项行动，为途经此处的驾驶员等提供多项免费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