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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实习生张瑞焓 记者
张立）11日，本报刊发《闽江小区居
民反映：物业将车棚违建成门市！一
租就是20年，旧改受阻》的报道后，
一些居民不断询问违建车棚什么时
候能拆，会不会影响老旧小区的改造
等问题。对此，记者连续几天多次采
访新春街道办事处、政怡物业、闽江
小区旧改指挥部等部门，19日各部
门协商终于有了结果，执法部门下达
了拆除决议书，要求按程序尽快拆
除，确保老旧小区改造工程的施工。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针对闽江小
区车棚问题，14日，新春街道办事
处、政怡物业、闽江小区旧改指挥部
相关负责人召开了协商会。针对违
建车棚问题，政怡物业相关负责人表
示，物业公司已经对六处车棚下达律
师函，要求租借合同到期的三处车棚
归还管理权，未到期的三处商业用车
棚解除合同并归还使用权。如果商
家拒绝撤场，物业公司会对拒不执行
的业主进行依法诉讼，协同街道办事
处联合申请执法部门进行强制执行，
同时，将车棚的情况上报给区政府申

请强拆。
19日上午，闽江小区物业与新

春派出所、新春街道办、新春街道执
法中队等工作人员对车棚违建成门
市张贴了拆除决议书。新春街道办
事处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当日共下
达了6张拆除决议书。其中，将三家
租金到期的门市决议书下发给了物
业公司，因为是物业进行出租的，由
物业进行处理。其余三张下发给了
正在经营的三家商铺。

记者看到一份拆除决议书上写
着：该商铺属于私建行为，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
第一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规定，责
令该商铺于2022年7月25日前自行
拆除，逾期不拆除的，将依法强制拆
除。

“太好了，这个违建门市霸占了
我们小区大面积的公用位置，20多
年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旧改工
程也能正常进行了，还给我们大家一
个干净整洁的小区环境。”居民刘先
生高兴地说。

“闽江小区居民反映：物业将车棚违建成门市！”后续

执法部门下达违建拆除决议书

25日前拆除
逾期不拆强制执行
困扰小区20多年的问题终于要解决了

生活报讯（实习生孙静盈 记者
栾德谦）近日，哈尔滨市南岗区宣西
小区居民向本报反映，该小区废弃锅
炉房被原物业私自外扩，并变成了仓
库出租，影响居民出行。日前，记者对
此事进行了采访。

居民反映：
锅炉房被原物业私扩变仓库

近日，宣西小区居民向本报记者
反映，供热并网以前，锅炉房旁边堆煤
围了个墙，现在不用堆煤了，原物业私
自扩建了挺大面积，现在成了别人存
放汽车配件的仓库。

18日，记者来到现场看到，小区
院内本来就比较狭窄的道路停了很多
车，加之院内锅炉房及围墙圈占了小
区庭院大部分空间，导致小区内道路
更加狭窄。

小区居民告诉记者，“锅炉房扩建
占了院内小花园绿地，以前院子可漂亮
了。”“外来车多，往院里一停，院里老人
孩子都不好走。”“锅炉房租户卸货，一
整就把整条路全挡上了。”“这个锅炉房
被先锋物业霸占，加盖围墙和二楼，每

年出租费用不少。就这个汽配仓库，可
把我们院造够呛，三轮子、大车没完没
了，院里特别不安全，也太拥挤了。”

18日，记者联系了哈市南岗区芦
家街道办执法科，工作人员表示：“我
们最近一直在调查，也一直在量尺和
图纸比对。需要些时间，如果确定违
建部分近期会拆除。”

居民反馈：
锅炉房扩建部分已开始拆除

19日，记者接到居民反馈称：“今
天早上已经有人来拆除锅炉房扩建部
分了。”记者从居民提供的现场图片中
看到，有人正在拆除二层锅炉房旁边
扩出的一层部分。

当天下午，记者再次向哈市南岗
区芦家街道办执法科了解情况，工作
人员表示：“我们最近一直在调查，也
一直去量尺和图纸比对。从今天起，
多建的部分会陆续进行拆除，但是也
有一些是原有的设备间，还有那个水
泵房我们也去看了，取证录像了，这里
确实还有设备。按照图纸比对，我们
还需要时间。”

宣西小区居民反映：

废弃锅炉房被私扩变仓库
影响居民出行
街道办执法科：已开始拆除扩建部分

仪兴小区21栋6楼

阳台外墙水泥面老化脱落
生活报讯（记者肖劲彪文/摄）日前，

家住哈尔滨市南岗区仪兴小区21栋6楼
的孙先生向记者反映，他家阳台墙体严重
破损开裂，水泥面老化脱落，随时可能发
生危险，希望相关部门尽快解决。

19日下午，记者在现场看到，孙先生
家阳台的外墙有残缺，物业工作人员已在
楼下拉起了警戒线。现场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他们先进行排险，将要脱落的部分
处理掉，之后对阳台进行维修。

据孙先生介绍，该楼1984年进户，至

今已快40年了，近两年阳台内外出现裂
纹，18日阳台大面积墙皮和红砖脱落，存
在安全隐患。

据了解，仪兴小区由哈尔滨政怡物业
服务有限公司征仪物业服务中心负责管
理。据征仪物业服务中心生产经理邢振
强介绍，该楼为红砖楼，建设年代久远，该
处阳台是外墙水泥面老化脱落，物业服务
中心已登记此问题，20日将安排外委高空
作业人员维修，使用混泥土、外墙苯板胶
进行加固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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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农垦龙信产权交易有限公司
黑龙江农垦宝隆拍卖有限公司 联合公告
黑龙江农垦龙信产权交易有限公司、黑龙江农垦宝隆拍卖有限公司共

同接受委托,定于2022年7月27日上午9时30在中拍平台举行公开拍卖会。
拍卖标的为：
1.北大荒集团黑龙江友谊农场农场有限公司4台报废锅炉，参考价

格：81000元。
注:本次拍卖标的为现状拍卖，竞买人需要实地看样，对标的的数量、规

格、是否有配套附属设备等相关信息了解并认可后方可参加竞买，一经办理
竞买手续即视为对标的的瑕疵充分了解并认可，委托人、拍卖人不承担标的
物的瑕疵担保责任。成交后买受人需向中拍平台交纳软件使用费。

有意竞买者请携带身份证明或相关资质,并携带友谊农场分公司出具
的现场看样承诺函原件，竞买保证金10万元及报名费500元，于2022年7月
26日上午11时前到我公司办理竞买手续。

联系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珠江路29号6楼
展样时间:2022年7月21日—22日(9:00-15:00)
展样地点：黑龙江省友谊农场
展样人电话：13258557666于先生
联系电话:0451-55195722转分机8003 13101612333 侯先生

黑龙江省龙法拍卖有限责任公司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哈尔滨海关
委托，本公司定于2022年7月27日9时至2022年7月28日9时（延时
的除外）在京东网络拍卖平台（http://haiguan.jd.com）在线公开按现
状拍卖如下标的：

本次手表拍卖提货方式仅支持自提，特此提醒买受人注意。
本次拍卖共分四个专场举行，具体如下：
第一专场：共计366块（整体拍卖），包含欧米茄72块、浪琴48块、天

梭246块。起拍价：1,701,108.74元，竞买保证金300,000.00元。
第二专场：共计394块（整体拍卖），包含欧米茄73块、浪琴55块、天梭

247块、美度19块。起拍价：1,716,593.66 元，竞买保证金300,000.00元。
第三专场：共计383块（整体拍卖），包含欧米茄74块；浪琴60块；天

梭249块。起拍价：1,793,881.09元，竞买保证金300,000.00元。
第四专场：共计 382 块（整体拍卖），包含欧米茄 50 块；浪琴 60

块；天梭249块、帝舵5块、卡帝亚18块。起拍价：1,825,380.35元，竞
买保证金300,000.00元。

展样时间：2022年7月25日至26日，每日9时至16时，请提前联
系拍卖公司预约（来看样人员需提供72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健康码为绿码以及行程记录显示看样前14天之内无到过国内中高
风险地区所在城市）。

展样地点：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平房区渤海三路与青岛一路交叉
口北100米。

标的物以现状为准，拍卖人对其品质不作任何瑕疵担保，竞买者参
与竞拍，视为已对拍卖标的物的品质状况有充分了解，并愿承担相关责
任。移交时发生包装、搬运费用由买受人负责。

上述标的为海关依法罚没的涉案财物（不涉及海关依法罚没的侵
犯知识产权货物）。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凡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
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参加竞买，有意向竞买人须注册京东账号并通
过实名认证（已注册京东账号的通过实名认证即可），并在线支付相应
标的竞买保证金（因标的保证金数额较大，请竞买人先行在开户银行开
通网银大额支付功能），具体要求请阅读竞价页面内的《竞拍须知》及京
东网络拍卖平台告知的海关拍卖流程（拍卖前必看）的相关准则。

注：本次拍卖的手表移交方式为买受人自提，买受人应在支付全部
成交价款及佣金后于5个工作日完成提货，并履行完提货手续，提货地
点为标的物所在地（哈尔滨市南岗区红旗大街280号），请提前致电拍卖
机构确定提货时间。

黑龙江省龙法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电话：0451-82309564、13945692850，13904511163
海关监督电话：0451-82381460，13351205776

黑龙江省龙法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拍卖公告

黑龙江信达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接受委托，依法对下列标的进行公开拍卖：
拍卖公告

请有意竞买者持有效证件及竞买保证金到我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登记截止时间：2022年7月26日16时；拍卖时间：2022年7月27日10时
竞价网址：http://paimai.caa123.org.cn
拍卖标的展示时间（地点）：即日起（标的物所在地）
咨询电话：0451—51911012、51916555 微信号：xindapaimai
公司地址：哈尔滨市道里区上海街6号海上银座A栋22层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标的名称

开发区大庆高新区发展路94号
哈尔滨市道里区城乡路162号4单元1层1室、2室
巴彦镇兴胜街仁和之家3号楼二单元402室、16-01室

黑龙江省巴彦县天增镇爱民村千亩林场两处
绥化市北林区北辰嘉园3号楼1层20号商服

绥化市康庄路与哈伊路交汇处六禾新城A4号楼1
单元301室、C2号楼1单元3层19号、20号

绥化市文化街铁路材料厂家属楼3单元701室
绥化市康庄路与哈伊路交汇处六禾新城A4号楼309室

巴彦县万发镇9-82号房产、9-88号房产
绥化市胜利街一中家属楼南栋1单元701

绥化市北林区军分区路58号九洲名苑5号楼1760公寓
绥化市东风新城小区A区7号楼5单元801室

阿城区通城街富氏隆综合楼3号楼房产
哈尔滨道里区安德街副97号2层
巴彦洼兴镇兴城街6-3-324房产

绥化市南五西路丽景华城C5栋2单元1003室
阿城区通城街天兴糖机厂综合楼一层西数10号

阿城区金上京2号公馆G1-10号房产

建筑面积约
（平方米)

119.92
417.21

64.36、87.57
6320
72.21

84-84.01

93.38
77.29
56-63
70.25
82.00
78.72
1050

974.41
147

89.16
136.37
182.52

参考价
(万元)
99.6

216.95
13.88、22.56

221.09
27.54

22.95-24.45

19.13
17.60

4.59-6.89
19.89
18.36
22.95
382.50
784.13
19.13
23.03
72.68
114.75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规定，将“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牡
丹江桦林工业园区奥丰高性能碳基材料产业基地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事
宜信息公开，向公众征求与本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具体信
息请登录网站“牡丹江经济技术开发区”（http://www.mdjkfq.gov.cn/
home）网站搜索“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牡丹江桦林工业园区奥丰高性能碳
基材料产业基地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信息公开”查询。

黑 龙 江 省 牡 丹 江 市 牡 丹 江 桦 林 工 业 园 区
奥丰高性能碳基材料产业基地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

黑龙江友联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接受委托，依法对青岛市北区
鞍山一路 96 号乙-20 号商业房屋和青岛市崂山区北姜路颐和星
苑 29 号楼住宅房屋进行公开拍卖。有意竞买者交纳保证金后携
带身份证明办理登记。

拍卖时间：2022年7月27日10时
拍卖地点：中拍平台（https://paimai.caa123.org.cn/）
展示时间：即日起
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咨询电话：18088776870

拍
卖
公
告

公告公示公告公示公告公示公告公示公告公示公告公示公告公示公告公示公告公示公告公示公告公示公告公示公告公示公告公示公告公示公告公示公告公示公告公示公告公示公告公示公告公示公告公示公告公示公告公示公告公示公告公示公告公示公告公示公告公示公告公示公告公示
刊登
电话13796106320

项目全称:副食品采购招标;项目
地点:黑龙江省漠河市、大兴安岭地
区、黑河市;招标品类:水产冻货，畜肉
类，禽肉类，蔬菜类，水果类，牛奶类，
禽蛋类，调料类，燃料类;投标报名截
止时间等详细情况请登录军队采购
网 http://www.plap.cn查询。

联系人:高贺，电话:15304562235
中国人民解放军32110部队

2022年7月19日

招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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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权现授让人及相关情况予以公示：

本 人 王 浩 强（ 身 份 证 号 ：
230104197907212219）现为道外区陶
瓷小区 01、02 地块 8 栋 2 单元 2401 号
房屋的受让人(房屋建筑面积 107.37
平方米)，原房屋所有权人王长信（身
份证号：230104194812230015），原房
屋拆迁协议号01160063292，该房屋现
已实际转移至本人。本人王浩强已自
愿做出承诺，并将以该房屋所有权人
的身份，申请办理该房屋《不动产权登
记证》相关手续。

如对上述房屋所有权存有异议的
（包括房屋经多次交易过程中存有异
议当事人），请在此公示公告发布之日
起 15个工作日内，向哈尔滨好民居建
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和哈尔滨市不动
产登记中心道外区第二分中心共同分
别提交异议书面申请，请求暂停办理

《不动产权证》相关手续。
哈尔滨好民居建设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受理地址：道外区滨江街甲 24-9
号，电话51870815

哈尔滨不动产登记中心道外第二
分中心，受理地址：道外区南直路 703
号，电话87072843。

公 示

哈尔滨市南岗区领航高等教育考
前辅导学校经理事会研究决定于2022
年 7 月 19 日停止办学，拟向教育登记
机关申请注销登记，办学许可证号：
123010371000090，拟向民政登记机关
申请注销登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22301037750378291，请债权人自见
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
权事宜，清算组组长姓名：杨荣忠，联
系电话：15245051327，联系地址：松花
江街139号。特此公告。

哈尔滨市南岗区领航高等教育考
前辅导学校

债权债务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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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动产权现受人公示如下:

本人庄政琴为润和新城小区 8 栋 1
单元 5楼 03号房屋(建筑面积 50.15平
方米)的受让人，原房屋所有人已将该
房屋实际交付给本人，由本人实际占
有。本人已自愿作出承诺，现庄政琴
以上述房屋所有权人的身份，申请办
理上述房屋《不动产权登记证书》手
续。

如对上述房屋所有权人存有异议
的，请在此公示发布之日起 15个工作
日内，向哈尔滨市松北区棚户区改造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哈尔滨市不动
产登记交易事务中心松北分中心提出
异议申请。

哈尔滨市松北区棚户区改造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地址:松北区龙川路
1750号;电话:84013325。

哈尔滨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事务中心
松北分中心地址:松北区松北一路 8
号;电话:84094154。

哈尔滨市松北区棚户区改造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

哈尔滨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事务中心
松北分中心

2022年7月20日

公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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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
电话13796106320

出售松北花园洋房
哈尔滨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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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产房屋。房屋紧邻松北虎园、哈
尔滨大剧院，小区园林面积占比
30%以上，环境好，位置佳。

19845256893
低价急售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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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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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5256893

出售观江房
出售道里区友谊路 385号

观江国际住宅，建筑面积 243
米，中间楼层，四室两厅两卫，南
北通透，豪华装修，全景看江，物
业管家服务，2.3 万每平米（可
谈）。随时看房。

19845256893

生活报讯（记者李威兵文/摄）19
日，哈尔滨市民通过本报热线反映，哈市
道外区景阳街129号楼下有一个大垃圾
堆，已经堆了3年，到现在还没人清。当
日，记者向南马街道办事处了解到，该居
民楼下的院子，是道外房产经营物业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的废弃锅炉房的院子，
一直被锁着，别人进不去，垃圾理应由该
公司进行清理。但该公司工作人员则表
示：“垃圾不是我们扔的，都是居民扔的，
得归社区管。”

住在景阳街129号的王先生说：“我
们楼下有个废弃的锅炉房，锅炉房的院
子里有个大垃圾堆。从2019年秋天开
始，有人来院里统一清理垃圾的时候，我
们就问现场人员垃圾堆何时清理，答复
说马上清运。但一直到现在3年了也没
人管。垃圾堆产生的气味、滋生的蚊虫
让我们都不敢开窗。”

记者来到景阳街129号看到，该楼
结构比较特殊，进入居民楼的单元门，
需要从小楼梯走上去再绕到楼的后面
二楼。绕到楼后，在楼下一楼的院内，
有一大堆垃圾堆在居民窗户下面。大
部分是一些破床垫、沙发等废弃家具，
还夹杂着一些饮料瓶、包装袋等生活垃
圾。住在该居民楼的张先生说：“堆了

差不多得有3年了，没人清理过。居民
根本进不到堆垃圾的院子里，这个院子
是楼旁废弃锅炉房的院子，平时都锁着
门。”

记者注意到，锅炉房的院子只能从
楼下的大铁门进入，但大铁门被锁住。
记者联系到该院子的负责单位——道外
房产经营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向工
作人员了解情况。工作人员说：“这个锅
炉房房子的产权是我们的，但是锅炉房
已经废弃了，好几年都没用过，平时也没
人去。那些垃圾也不是我们扔的，都是
小区居民扔的，怎么能我们清理呢？应
该社区清理。”

随后，记者联系到负责该区域的南
马街道办事处，街道办工作人员从社区
了解情况后向记者反馈，此处垃圾理应
由锅炉房的管护单位进行清理。“那个院
子是供暖公司（道外房产经营物业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的，不是居民的，而且大
门一直都锁着，谁都进不去。他们院子
里的垃圾就应该由他们负责清理。这些
垃圾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我们也找
过他们很多次，他们每次都说没钱，清不
了，一直拖到现在。”街道办工作人员表
示，将会再次进行沟通，尽快帮助居民解
决问题。

景阳街129号

楼下垃圾堆了楼下垃圾堆了33年没人清年没人清

生活报讯（记者肖劲彪）日前，家住哈市双城
区的李先生向记者反映，律政家园小区水质发黑，无
法饮用，受影响居民有20多户，希望得到解决。

19日，双城区通达供排水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律政家园小区近期因内部管网多次维修致
管道内杂质反复被冲起，水质发黑，受影响居民有
20多户。20日将安排工作人员对该小区管道冲洗
排放，预计此现象会得到改善。

据了解，双城区通达供排水有限公司在2021年
3月启动建设了双城区供水改扩建工程，新建5万吨
供水厂一座，预计该工程2022年下半年竣工并投入
使用，使用后将解决水压低、水质差等问题。

双城区律政家园居民：

小区水质发黑
无法饮用
供水部门：将冲洗管道

生活报讯（记者李丹）18日，
记者接到冰城市民赵先生的电话，
他表示，在哈尔滨市南岗区新苗圃
街3-1号旁，大量铁艺制品占道，
导致居民出行困难。接到报料后，
记者和哈市城管局工作人员一同前
往现场踏查。11时许，记者在现场
看到，人行道上有大量铁艺制品及

相关的一些杂物占道，市民出行只
能通过其中预留的细长通道。

哈市城管局了解情况后，迅速
指派南岗区城管执法部门进行处
理。南岗区城管执法部门于19日
15时组织执法队员到达现场，对当
事人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并扣押
了占道物品，同时告知其今后禁止
占道经营。下一步，哈市城管局将
督促南岗区城管执法部门加强管控
力度，对反映问题区域，严加管理巡
视。

“新苗圃街3-1号旁铁艺制品店占道经营
居民出行难”后续

占道物品已清运干净

生活报讯（记者李
丹）近日，记者接到冰城
市民闫先生的电话，他表
示，哈尔滨市香坊区延福
街86-3号门前的绿化带
内，没有草坪植被，黑土裸
露，希望园林部门能进行
草坪种植，让市民出行见
绿。接到报料后，记者和
哈市城管局工作人员一同
前往现场踏查。记者在现
场看到，花坛内区域确实
没有草坪植被。

哈市园林办获悉此事
后，立即责成香坊区园林
部门现场查看，延福街为
市场，此处裸露为行人随
意穿行破坏了绿地。19
日，香坊区园林部门对裸
露绿地进行翻地，覆盖绿
网，随后将铺种草皮，待明
年春季再补种一些植物，
丰富此处绿植。

“延福街86-3号
门前 花坛半边绿化
带光秃秃”后续

裸露绿地
已开始整修

关注“哈尔滨数字城管公共服务
平台”微信公众号，打开右下方“城管
业务”、点击“随手拍”端口，按照页面
提示，投诉举报相关问题。

投诉专线
0451-85996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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