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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实习生张瑞
焓 记者梁晨文/摄）“地下室
脏乱差而且漏水严重，夏天
蚊虫漫天飞，冬天门缝冒白
气，地下室水深的地方都有
一米多。”近日，家住南岗区
桥北新城的黄女士向记者反
映，自从2017年中润物业接
手小区后，楼道里始终伴随
着恶臭味，居民回家好似进
入下水道。多位居民表示，
针对此事，他们已经连续四
年向物业投诉，但依然无
果。22日，记者来到桥北新
城小区进行了实地走访。

记者来到1栋 2单元地下室看
到，内部一片漆黑，刚一打开铁门，
一股酸臭味就扑面而来，台阶上都
是水和泥沙，很湿滑，地下室的地面
干燥还铺有白灰。“实在受不了这股
难闻的臭味，每周我都给物业打两
次电话反映此事，不找他们就不给
修，找一找还能简单处理一下。我
反映味道大，物业就往地面上撒点
儿白灰吸味儿吸水，还喷了大量杀
虫剂。”王女士认为铺白灰、喷杀虫
剂对恶臭现象有所缓解，可是治标
不治本，没两天又臭气熏天了。只
要不从源头治理，问题永远解决不
了。

记者看到地下室内一扇贴有
“有电危险”的蓝色铁皮门上，除了
门顶大概10厘米处较好，其余位置
均生锈鼓包。往前走，又是一扇破

损严重的铁门。“这都是让臭水泡
的，这里漏水最严重的时候，水深达
1米多。明知地下室有电，漏成这样
也不管，要是发生危险，后果不堪设
想呀！”黄女士担忧地说。

随后记者又来到了4栋2单元，
走进单元门，一股腥臭味随之而来，
记者看到楼道内贴有禁止占用消防
通道和消防安全知识的宣传板，可
是旁边的消火栓里却空空如也，楼
道内还堆放了两台自行车和一台电
瓶车。

该单元的地下室变成了臭水
沟，不仅是气味难闻，还伴随着漫天
飞的蚊虫。“夏天蚊虫苍蝇充斥楼
道，居民在家不敢开窗、开门。楼道
天天靠开门开窗放臭味，我们居民
每天就像住在臭水沟一样。”黄女士
皱着眉说道。

地下室成臭水沟水深达1米多

地下室漏水严重的问题，桥北
新城小区6栋楼均存在。“这个问题
自从2018年开始日益严重，其间我
给物业打过无数次电话投诉，但4年
过去了，问题依旧严重。”黄女士说。

“桥北新城是铁路盖的房子，
2009年入户的，2017年下半年‘三
供一业”分离移交，物业交给中润物
业接管。地下室漏水的问题是从
2018年开始严重的。当时越来越多
的业主发现楼道内蚊虫越来越多，
而且充斥着酸臭味，后来找到了问
题的源头，是地下室漏水严重造成
的。”发现问题后，黄女士便开始联
系物业。“2018年，中润物业称与铁
路没有交接完，没有钱修复。从
2019年至今，每次我打完电话，物业
的人就去地下室撒白灰和杀虫剂，
其间还给我这个单元的地下室安了
个铁门，并在1楼楼道安装了2个杀
虫灯，意思就是用门把里面封死，不
让蚊虫飞上来，但这治标不治本的
方法意义不大，地下室是相邻的，空
气是流通的，这个单元封死，蚊虫和
臭味可以从别的单元出来，而且地
下室的积水很严重，一些用电的设
备也在地下室，如果积水触碰到这
些设备,后果不堪设想。”黄女士说。

今年年初,黄女士联系物业，物
业的答复是供暖结束后就解决。“但
到了4月20日供暖结束后，他们又
说要招标，6月底能开工，现在已是6
月底了，还是一直没有任何进展。”
黄女士失望地说。

向物业投诉4年无果

链接：

《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
中要求：禁止在高层民用建筑公共门厅、
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
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违反规
定，拒不改正的或者因为电动车上楼及
上电梯导致火灾发生的。由消防救援机
构责令改正，对经营性单位和个人处
2000 元以上 10000 元以下罚款，对非经
营性单位和个人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
下罚款。物业服务企业要认真开展防火
巡查、检查，对业主反映和防火巡查、检
查发现的上述违规行为应当予以制止；
制止无效的，及时报告消防救援机构等
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处理。

生活报讯（记者李威兵文/摄）22日，
哈市市民通过本报热线反映，南岗区鸿翔
路和健龙路交叉口，有个违建彩钢板房烤
肉店晚六点营业到半夜,严重扰民。当
日，记者向负责该地区的奋斗路街道办事
处了解情况，工作人员表示已经通知执法
人员到现场，会依法处理。

住在鸿翔路附近的张先生告诉记
者，这里以前是停车位，不知道什么时候
出现了彩钢房。最近这段时间，彩钢房
又变成了烧烤店。“白天锁着门，晚上6
点以后就开始出摊了，在外面摆一圈小
桌子，行人出行十分不便，烧烤产生的浓
烟严重影响附近的环境。另外，用集装
箱开饭店，他咋办的营业执照呢？”居民
纷纷质疑。

22日，记者来到鸿翔路与健龙路交
口处看到，一个蓝色的集装箱下面有停车
位的白线。集装箱上有门和窗，窗户用铁
丝围了起来。记者在集装箱四周查看发
现，集装箱内没有人，但透过窗户能看到
集装箱里摆放着矿泉水、凉菜、冰柜、桌椅
板凳等物品，但记者没有看到集装箱内悬
挂营业执照。

当日记者联系到负责该地区的奋斗
路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表示，已经通知
执法人员去现场调查，将依法处理。

健龙路与鸿翔路交口

集装箱变烧烤店
占停车位扰民

哈尔滨生活汇小区A区3号楼10楼

电动车楼道内充电 发生火灾
听说记者要了解此事 希美物业负责人挂断电话

生活报讯（记者肖劲彪文/
摄）21日21时左右，哈尔滨市
道外区生活汇小区10楼楼道内
的一辆正在充电的电动自行车
起火，瞬间黑烟滚滚，电动车被
烧成空架，墙体被熏黑，所幸并
未造成人员伤亡。

22日上午，记者来到生活汇
A区3号楼2单元10楼看到，起
火的电动车在9号门外的楼道，
电动车被烧得只剩铁架，附近墙
体上的塑料插座已经烧变形，走
廊的墙体一片漆黑，多名保洁人
员正在擦拭；墙体上写有“消火
栓按钮”字样的塑料红盒已被烧
变形，消火栓的门敞开着，但里
面没有消防水带。

邻居李女士回忆起此事，
仍心有余悸。“当时，听到门外
发出砰砰的响声，透过猫眼看
到门外冒火星，我第一时间拨
打了119火警电话，我和丈夫推

开门想往外跑，但被气流顶了
回来，我们马上将房门关上。
随后消防员赶到现场，将我们
疏散至楼下。”

记者采访时，电动车车主正
在向邻居道歉，并找来工人查看
熏黑的墙体，表示会尽快恢复。

一位居民介绍，电动自行车
在高层公共门厅、楼道内充电非
常不安全，为此居民曾多次向物
业反映，但物业缺乏管理。

电动车在楼道内充电为何
没人管？楼内的消防设施是否正
常使用？带着居民的疑问，记者
来到了小区物业——哈尔滨希美
物业生活汇管理处了解情况。工
作人员表示，物业负责人不在，记
者等了半个多小时也没见到物业
负责人。记者两次拨打物业经理
周宁的电话，当听说记者要了解
电动车起火一事时，他表示正在
开会，随即挂断电话。

居民反映：自从中润物业接手桥北新城

地下室成臭水沟最深时达1米多
居民维权四年 问题依旧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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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泰城一期：1、D-2408 金银珠、杨冬
冬 ；2、F-901、F-903、F-904 杨 立 娟 ；3、
B-2106孙国军；4、E077徐秋玉；

以上 5位业主合计 6套房产，由于业主个
人原因房屋产权登记仍未办结，请尽快与
我司联系产权代办事宜，产权代办受理日
期截止至2022年11月30日，逾期不来办理
者，责任由业主自行负责。

黑龙江银泰置地有限公司
0451-88888777

2022年6月23日

通 知

银泰城二期：1、B-2-1103 高炜；2、
A-1-802 周 聪 ；3、N134-1 张 书 亮 、4、
A-2-1202李芳合；5、W042于水萍、耿玉莲。

以上 6位业主合计 5套房产，由于业主个
人原因房屋产权登记仍未办结，请尽快与
我司联系产权代办事宜，产权代办受理日
期截止至2022年11月30日，逾期不来办理
者，责任由业主自行负责。

哈尔滨银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0451-88888777

2022年6月23日

通 知

车久雷同志：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25 日
至2022年6月8日期间，多次以电话、微信、
EMS 邮寄的方式通知你返岗，你未回复也
未办理任何请假、辞职手续。根据有关规
定，对你做出解除劳动关系决定，请你自本
通告刊登之日起30日内到单位人力资源部
办理相关手续。逾期不办理按自动离职处
理，劳动关系终止，同时办理社保停保手
续。特此声明。

亚泰集团哈尔滨建材有限公司
2022年6月23日

解除劳动合同声明

机构名称：黑龙江华宇汽车销售有限
公司

业务范围：代理家庭财产保险，机动车辆
保险，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批准日期：2010年09月06日
机构住所：哈市三环路与迎宾路交口环

城汽车营销中心A7—8
机构编码：5C1019830000000000
许可证流水号：NO 00007612
变更日期：2022-05-07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黑龙江监管局，特此公告。
2022年06月23日

黑龙江华宇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保险中介许可证变更公告

因处理原哈尔滨胜中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历史遗留投资问题(该公司为哈尔滨民生
物业供热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之一)，因哈尔
滨民生物业供热管理有限公司办理工商注
销登记手续现通知原哈尔滨胜中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 6 名股东于 2022 年 6 月 23 日到香
坊区六顺街 155 号开会处理注销登记善后
事宜，自登报之日起 15日内如未及时到会，
后果自负，一切责任和义务由其他股东共同
承担。特此通知。

联系人：丁洋
电 话：18686801090

开会通知

根据公司发展需要，经公司决定，召开
股东会。

会议时间:2022 年 7 月 25 日。会议地点:
公司会议室。会议通知人员:公司全体股
东:方旭泽、方伟江、方伟。

会议内容:研究公司减资事宜。
联络人:吕萍
联系电话:13946135628

哈尔滨富邦饲料有限责任公司

会议通知

机构名称：哈尔滨博实汽车科技有限
公司。业务范围：代理机动车辆保险，人身
意外伤害保险。批准日期：2010 年 07 月 27
日。机构住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发区
迎宾路集中区天平路 4 号。机构编码：
5C4000460000000000。发证机关：中国银
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黑龙江监管局。许
可 证 证 号 ：00007630。 机 构 电 话 ：
55579140。变更事由：更换新版许可证。发
证日期：2022年05月09日。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黑龙江监管局
关于更换颁发《保险中介许可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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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李妍希现为坐落于民生尚都A19栋4
单元 2 层 2 号房屋的受让人，该房屋用途为
住宅，建筑面积95.1平方米。该房屋原所有
人曹成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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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150103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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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6月23日

公 告

生活报讯（记者梁晨）日前，中国奥委会发
布了《关于授予哈尔滨市“奥运冠军之城”纪念
奖杯的决定》，表彰哈尔滨在冬奥会上为中国体
育代表团作出突出贡献的同时，希望哈尔滨市
继续发扬北京冬奥精神和中国体育的光荣传
统，为推进奥林匹克运动发展和加快建设体育
强国作出更大贡献。

“决定”中称：“经过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一代
又一代体育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哈尔滨市运

动员任子威、张雨婷、隋文静、韩聪在北京2022
年冬奥会上共夺得3枚金牌。为表彰在冬奥会
上为中国体育代表团作出突出贡献的城市，激
励全国更多城市更加重视冰雪运动，把业余训
练基础做得更加扎实、高效，有力促进我国冬季
运动项目高质量发展，中国奥委会决定授予黑
龙江省哈尔滨市‘奥运冠军之城’纪念奖杯。”

据了解，此次全国共有保定、鞍山、宁波、哈尔
滨、七台河5个城市被授予“奥运冠军之城”称号。

北京冬奥摘得三金

哈尔滨被中国奥委会
授予“奥运冠军之城”

24日至26日哈市开展政府促消费活动

限上大型百货商场等
消费5000元减500元

生活报讯（记者张立）22日，生活报记者获悉，为进一步促进消费回暖，释放消费潜能，提振消费信心，经哈尔滨市委、市政府研究决
定，在哈市开展以“助企惠民 促进消费”为主题的政府促消费活动。

自6月24日至26日，市政府向限上大
型百货商场（不含超市）、家电通信等行业
投入2670万元补贴资金。同时，与企业推
出减免让利配套活动及银联等金融机构提
供资金支持形成叠加效应，真正惠及百
姓。消费补贴将于6月24日至26日每日9
时准时发放，每日发放补贴资金890万元。

一、发放时间、
额度和适用范围

使用云闪付付款码
消费，活动期间单个云闪
付用户只能享受一次优
惠，先到先得，额满即
止。云闪付必须升级到
最新版本，且允许获取位
置信息，定位信息不在哈
尔滨市的不能享受优惠。

二、操作方式

活动期间，每天发放补贴金额890万元，
具体标准如下：

1.消费300元(含)-500元减30元；
2.消费500元(含)-1000元减50元；
3.消费1000元(含)-3000元减100元；
4.消费3000元(含)-5000元减300元；
5.消费5000元（含）-10000元减500元；
6.消费10000元（含）以上减1000元。

三、补贴使用规则

市政府与企业签订协议，确保资
金使用高效，严防虚假消费套取资金
和虚抬价格等问题，使消费补贴真正
惠及消费者。同时，对违反协议规定
者予以处罚，并列入失信黑名单。

相关活动详情，请浏览哈尔滨市
政府网站商务局网页，或关注哈尔滨
市商务局微信公众号。

四、规范促消费资金
发放使用

第二十二届中国美食节

生活报讯（记者张立） 美食趴、名小吃评选……为贯彻落实国家关于促进消费、激发消
费潜能的政策要求，由中国饭店协会、黑龙江省商务厅、哈尔滨市政府主办，哈尔滨市商务局
承办的第二十二届中国美食节暨第七届中国（哈尔滨）国际西餐文化节、第五届餐饮业供应链
博览会，将于6月29日至7月7日在哈尔滨举行。

据悉，6月29日9时30分，本届美食节将在
国际会展中心主会场举办开幕式。美食节期间，
将举办第五届餐饮业供应链博览会、2021首届
中国烧烤产业发展大会暨中国饭店协会烧烤专
业委员会成立大会等；还将举办CHA中国美食
烹饪锦标赛-舌尖上的北大荒技能专项赛，CHA
第九届全国饭店业职业技能竞赛-西餐烹饪选
拔赛，并举办美食之约-国内大厨现场制作活
动，同时组织哈埠菜、满汉全席、锅包肉现场制作
表演。闭幕式也在这里举行，届时将发布“哈埠
菜、哈埠名小吃”评选结果，为大赛获奖选手和为
活动作出贡献的企业颁奖，还为太阳岛、中华巴
洛克授牌。

6月30日上午10时，在中央大街分会场将
举办第七届中国（哈尔滨）国际西餐文化节开幕
式，还将举行中央大街“必吃街”及餐饮企业“必
吃店”授牌仪式，开展餐饮企业花车巡游、动漫
游、cosplay游，举办知名西餐企业与西餐食材
展示、群众艺术表演等活动，彰显哈尔滨“中国西
餐之都”的盛名和美誉。

发布“哈埠菜、哈埠名小吃”
评选结果

主办方将牵手美团、饿了么
等知名电商平台，与本埠实体店
合作，分别在线上、线下开展为
期近半个月的餐饮美食让利促
销活动，银联在实体店提供资金
支持，到店消费使用云闪付付款

码或手机闪付付款，可享受消费
50元以上全单8折优惠。

通过线下实体展馆结合
“CHA美食在线”龙江云展会、
抖音、快手等知名线上平台，
启动线下线上同步展览展出的

会展模式。本届美食节集旅
游、文化、美食和城市风貌于
一体，活动板块设置全面，有
哈埠菜、西餐、小吃等板块，既
有网红菜品、又有百姓喜爱的
啤酒烤串。

牵手知名电商平台线上线下促销

在美食节期间，“实惠引领、
驾驭未来”-2022年哈尔滨市公
益汽车展销活动将于 6 月 29
日-7月3日在哈市国际会展中
心室外广场展区正式启动。本
次公益车展参展车型主要为家
用轿车、SUV越野车，MPV商
务车和新能源汽车。展区场地
近30000平方米，涵盖73个汽
车品牌，有145家限上汽车销售
企业参加销售活动。哈市政府
为本次公益车展配套补贴资金

1100万元。
补贴标准：
6月29日至7月3日，凡在哈

市城区限上汽车销售企业购买
“国六”标准7座以下（含7座）家
用新车（含新能源汽车）的居民，
在享受企业优惠政策后，可分四
档享受政府补贴政策。

①购买 10 万元（含）以下车
辆，每台车给予 3000 元政府补
贴；

②购买10万元以上至25万

元（含）车辆，每台车给予4000元
政府补贴；

③购买25万元以上至40万
元（含）车辆，每台车给予5000元
政府补贴；

④购买40万元以上车辆，每
台车给予6000元政府补贴。

补贴期间，按照先到先得，
发完即止的原则发放，政府补贴
资金不得与其他补贴资金重复
享受。本次车展参观群众免门
票，参展企业免费用。

公益汽车展销 市民免门票

冰新 城
品美食

看车展

赏美景

日亮相冰城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