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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3日讯（记者孙佳薇 闫紫谦）13日
上午，全省宣传部长会议召开。会议贯彻落
实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精神和省委决策要求，
传达省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部
署今年宣传思想工作和当前疫情防控宣传引
导工作。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贾玉梅出席会议
并讲话。

贾玉梅指出，今年是建党百年、“十四五”
开局之年，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要坚持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聚魂，
积极营造庆祝建党百年浓厚氛围，全力推进
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要厚植涵育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不断巩固壮大主流舆论强势，锻
造担当使命责任、勇于创新创造的时代新军，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龙江开好局起

好步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
贾玉梅强调，全省各级宣传部门要充分

认清当前疫情防控严峻形势，牢固树立政治
意识和大局意识，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最重
要的工作抓实落靠。要切实加强疫情防控宣
传引导，及时做好防疫政策宣传，更好强信心
聚民心暖人心。要及时准确做好疫情信息发
布，及时消除涉疫情网络谣言，以权威信息积
极回应社会关切。要发动社会力量开展群防
群控，突出加强农村地区疫情防控宣传引导，
妥善发挥专业志愿者队伍作用，严格落实文
旅行业防控机制，坚决打好疫情防控宣传战。

会议还对 2021年全省精神文明工作和对
外宣传工作进行了部署。会议采取电视电话
会议形式，设主会场、省直分会场和各地分会
场。

贾玉梅在全省宣传部长会议上强调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龙江
建设提供思想舆论支持

□本报记者 赵一诺

针对疫情新变化，13日，哈尔滨
医科大学副校长、中国疾控中心地方
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省流行病学调
查工作组组长孙殿军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疫情防控持久战中，要保
持全民防疫不倦怠，个人防控不松
懈，绷紧防控弦，就地过安心年。

孙殿军说，目前，全球累计确诊
病例已超 9000万，多国出现病毒变
异株，俄罗斯、印度等邻近国家疫情
严重，国内疫情呈现零星散发和局
部聚集性交织叠加态势，疫情防控
形势严峻复杂。他指出，我省地处
祖国最北，秋冬季时间长，本就是呼
吸道疾病的高发期，又遇冷冬年，更
加适宜病毒生存和传播。

眼下，春节临近，回国人口增
多，大量学生、务工人员返乡，对于
多地提出“就地过节”的倡议，有公
众提出：国庆长假几亿人出游都没
事儿，为什么春节不行？

对此，孙殿军解释，人群流动频
繁、寒冬气温低，主要活动都聚集在
室内，就会增加病毒传播的风险。
目前，多地环境样本检测呈现阳性、
病毒具有潜伏时间长、传播速度快，
频现“物传人”现象、出现“1传33”等
超级传播案例，这些态势都在提醒
我们，战疫没有结束，越是在节日的
档口，越要从严从紧过好关。

去年春节，我们全民“宅家”，拿
一时的“不见”，换来长远的平安。

“这个春节又是一个节点，对防控疫
情很关键。因此，“少流动、少聚集，
切断病毒传播链，是成本最低最有
成效的防控办法。”孙殿军说。

孙殿军强调，自觉配合防疫要
求，是对自己负责、对家人负责，更是
对社会负责。非必要不出省不离境，

就地过个安心年。大连某病例在未发
病时参加11人家庭聚会，造成后期其
他人全部感染。因此，孙殿军建议大
家，取消不必要的聚会，家庭私人聚会
要控制在10人以下，做好个人防护，
有咳嗽发热等症状最好不要参加。

孙殿军提醒，目前我们要继续
保持常态化疫情防控意识，把戴口
罩作为出门的“标配”，个人随时备
好口罩，在人员密集区、通风不好的
地方要坚持戴口罩。同时，勤洗手、
常通风、保持 1米社交线，依然很重
要。

“疫情防控，难在坚持。”孙殿军
说，过去一年里，正是依靠我们每个
人的自律自觉，才保证了疫情防线
的稳固性。但不能因为时间长了就
放松警惕，一丝一毫的麻痹大意都
可能给病毒带来可乘之机。

他充满信心地说，我省有前期
防控的经验，有联防联控、群防群控
的基础，加上科学的疫情防控措施，
疫情防控工作将更加有力和精准。

绷紧防控弦 就地过安心年

□本报记者 王莹

防止新冠病毒通过冷链输入，
保护舌尖上的安全刻不容缓。冷链
食品指的哪些？如何安全食用？冷
链食品从业人员需注意哪些？记者
采访了黑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食品安全与学校卫生所副所长刘忠
卫。

“临近春节人员流动频繁，加上
我省冬季的一些饮食习惯，对于病毒
的冷链输入不能放松警惕。”刘忠卫
说。冷链食品一般是指采用冷冻、冷
藏等方式加工，产品从出厂到销售始
终处于低温状态的食品。比如冷冻
或速冻肉、海鲜、水果、蔬菜及其制
品、冷冻饮品（冰淇淋、冰糕、雪糕
等）、需要冷藏的奶制品等。

购买冷链食品应注意哪些？
应尽量到正规的超市或市场选

购这类产品，选购时可使用一次性
塑料袋反套住手挑选冷冻冰鲜食
品，避免用手直接接触，同时正确佩
戴口罩。购买境外冷链食品，要关
注食品检疫信息，做好外包装消
毒。购物后及时用肥皂或者洗手液
清洗双手。

如何安全食用？
在清洗时，注意防止水花飞溅，

加工时应生熟分开、煮熟煮透，不推
荐生吃、半生吃、酒泡、醋泡或盐腌后
直接食用的方法。烹调海鲜应做到
烧熟煮透。烹调加工结束后对台面、
容器、厨具等进行清洗、消毒。两人
及以上共同就餐时，要记得使用公
筷、公勺，减少交叉感染。如有未食

用完（已经烹调熟）的海鲜，建议放置
冰箱冷藏并尽早食用，再次食用前一
定要充分加热，中心温度要达到70℃
以上。

冷链食品从业人员应注意哪些？
上岗前确保身体状况良好，主动

接受体温检测，若出现发热、干咳、乏
力等症状，主动报告并及时就医。工
作期间正确佩戴口罩、手套，着工作
服上岗。特殊岗位(生鲜宰杀、分割
车间等)的从业人员除工作服外，按
防护要求穿戴防水围裙、橡胶手套
等。食品从业者应戴一次性手套，但
必须经常更换，且在更换间隙以及未
戴手套时洗手。避免防护用品的二
次污染，在进行非食品相关活动(如
用手打开/关闭门和清空垃圾箱)后，
必须更换手套。

冷链食品从业人员需注意哪些？

本报讯（记者李晶琳）自然资源部日前对
全国第二批 77 个绿色勘查示范项目进行公
示，我省两个项目入围，这也是我省项目首次
入围。

绿色勘查是指在地质勘查全过程中，落实
绿色发展理念，通过运用高效、环保的方法、技
术、工艺和设备等，减少或避免对生态环境造成
的不利影响，并对环境扰动进行修复，实现地质
勘查、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勘地和谐的勘查模
式。按照相关要求，在有关单位自主申报、省级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核查推荐的基础上，经审核，
全国共有 77个项目符合第二批绿色勘查示范

项目标准。
我省入围的项目是，黑河市宝泉村铜多金

属矿普查、嫩江县三合屯金铜多金属矿普查。
黑河市宝泉村铜多金属矿普查绿色勘查示范项
目由省地勘一院承担，采用便携式钻机施工并
探索绿色勘查钻探施工场地标准化建设工作，
为全省绿色勘查工作全面开展提供了借鉴。嫩
江县三合屯金铜多金属矿普查绿色勘查示范项
目由省自然资源调查院承担，利用浅钻代替槽
探、利用便携式钻机等新设备新方法减少对生
态环境的影响，并对生态环境及时修复，取得了
良好的生态环境保护效益。

我省两项目入围全国绿色勘查示范

本报13日讯（贺菲 记者姚建平）13日，中
国探月工程嫦娥五号搭载伙伴揭秘暨中国飞
鹤科研成果发布会举行，中国飞鹤作为中国探
月工程嫦娥五号婴幼儿配方食品官方合作伙
伴，旗下明星产品星飞帆与嫦娥五号一路相
伴，成为首个进入地月空间的婴幼儿配方食
品，印有“中国飞鹤”字样的铭牌永留月面。

一直以来，中国飞鹤积极参加国家级研究
项目，建立起适应未来发展的技术研发体系和
自身在母乳科研领域的独特优势。扎根北纬
47°黄金奶源带，打造了行业首条专属产业集
群，实现了从源头牧草种植、规模化奶牛饲养
到生产加工、物流仓储、渠道管控乃至售后服
务各环节的全程可控可追溯。

发布会上，中国飞鹤重磅发布其在中国
母乳研究的三项重大研究成果。通过系列基
础研究，飞鹤率先实现从“中国母乳成分含量
研究”到“中国母乳成分微观构成及功能研
究”的跨越升级，标志着飞鹤在中国母乳研究
领域持续领先的学术领先地位。国家航天局
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副主任刘彤杰将探月搭
载证书，移交到中国飞鹤董事长冷友斌手
中。未来，飞鹤还将与中国探月工程保持深
度合作，积极打造前沿竞争研究、技术开发、
科技合作、知识产权四大平台，通过对土壤、
种子、饲料的改善，对原材料品种基因的改
良，对生产工艺的革新，持续为消费者提供更
优质的产品。

飞鹤以高品质获探月搭载证书

孙殿军
哈尔滨医科大学副校

长、中国疾控中心地方病
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省流
行病学调查工作组组长

省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食品安全与
学校卫生所副所长

进口冷冻肉类上粘贴追溯码进口冷冻肉类上粘贴追溯码。。

记者直击进口冷冻食品销售

无码禁售 没码不买

明日起，没有“黑龙江冷链”追溯码的进口冷链食品一律不得生产经营

□文/摄 本报记者 付宇

自1月15日零时起，没

有“黑龙江冷链”追溯码的

进口冷链食品一律不得生

产经营。13日，倒计时第二

天,“黑龙江冷链”使用情况

如何？记者实地踏访。

在哈尔滨市西大直街

的家乐福超市，店员正在为

进口冷冻食品粘贴“二维

码”。“关注‘黑龙江冷链’，

点击产品追溯，扫描产品上

的电子追溯码，就能看到该

产品的检疫检验证明、核酸

检测报告等相关手续，这样

消费者才能买的安心、放

心。”家乐福黑龙江吉林区

公关部赵缙说。

该家乐福超市目前有25种进口冷冻食品，商品信息全部录入到了系统内，贴上了电子追溯码，该展
区的店员还会在旁边引导消费者使用该平台。

消费者使用“黑龙江冷
链”操作指南。

刘忠卫刘忠卫

（上接第一版）同时要加强农村集市、农贸市场
管理，所有进出人员要严格落实戴口罩、测温、
扫码等防控措施，引导人群保持合理安全距
离。

据绥化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董文琴介
绍，经国家疾控中心对病毒基因测序，绥化市
望奎县所发现的病例病毒与大连市前期上报
的病毒毒株100%同源，目前正对人传与物传进
行流行病学研判。经检测，绥化北林区、绥棱
县病例与望奎县报告病例关联。

望奎县被列入疫情中风险地区，其惠七镇
被调整为高风险地区。

绥化市在首个无症状感染者被发现后，及
时启动了一级响应，把外防输出、内防扩散做
为重中之重。在全市实行了交通管制和小区
管控，机关干部下沉一线包小区，落实落靠属
地、部门、单位和个人的四方责任。全市共准
备集中隔离点72个，床位8375张。对已经收到
的手机漫出绥化信息 29万条、铁路信息 97684
条、民航信息31152条进行了全力核查，已核实
的3121人第一时间推送给了相关地区。

目前，望奎县人民医院和绥化市第一医院
已经辟为定点医院，启用2家备用医院，汇集最
高质量的医疗资源，采取一人一策、中西医结

合的方式，及时有效、全力以赴救治患者。
另据了解，经 48小时昼夜不停的工作，望

奎县第一轮采样已全部结束，共采集样本
247904份。现正对惠七镇和大连来绥返绥人
员进行第二轮核酸检测。其他相关县市区的
采样与检测工作正在进行中，其中北林区
40648份，海伦59843份。

据望奎县委书记赵铁雨介绍，当地加快了
排查流调、核酸检测。严格隔离管控。对密接
者和次密接者全部采取了集中医学观察和居
家隔离。安排了 15 个集中隔离点，隔离房间
1075个，切实做好密接人员的集中隔离工作。
采取更加严格的“外防输出、内防扩散”和“人
物环境同防”，严格四门落锁，机关干部下沉一
线，对所有小区村屯进行封闭管理。

目前，全县蔬菜、水果、米面油储备充足，
没有出现抢购潮，群众心态平稳。在货源渠道
上，组织人员驻守在绥化、哈尔滨等几个大型
果菜批发市场，开启绿色通道，按照需求及时
组织调运。把在小区值守的社区工作人员组
织起来，每 3天为孤寡老弱等弱势群体送一次
菜。同时，组建了应急车队，随时满足群众需
要。在价格监控上，组织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
员，随时监控物价变化。

全省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0例

为做好绥化市新冠肺炎定点医院的热源保障工作，大唐绥化热电有限公司第一时间升级细
化管控措施，增加对供热管道每日巡检和实时监视数据的频次，保障压力、温度等参数始终在安
全区间，全力确保医院管网、设备运行稳定。 赵盼盼 本报记者 程瑶摄 我省进口冷链食品追溯平

台已于 2020 年 12 月 18 日正式
上线运行。截至 13日 14时，平
台内已经备案的经营者达到
20976户，通过平台进行追溯操
作 12432次，通过平台申报的进
口冷链食品达到8709批次。

“上线了‘黑龙江冷链’平

台，一旦发现某种产品携带病
毒，就能通过平台快速查到产品
去向，立刻对其控制，防止疫情
扩散。”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
安全总监王树海说。

平台上线应用后，对进口
冷链食品的生产经营者来说，
除了要落实进货查验、索证索

票等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之外，
还应当取得有资质的新冠病毒
核酸检测机构和消毒单位出具
的核酸检测证明和消毒证明，
要在平台上注册主体信息，并
将进口冷链食品的产品信息和
产品进销情况及时录入追溯平
台。

商家如何在“黑龙江冷链”公
众号上上传产品检验检疫证明，
获得二维码？哈市道外区南极市
场管理所副所长表示，商家第一
步需要关注“黑龙江冷链”公众
号，进行相关信息登记，并输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上传许可
证、填写经营地址和法人身份证
信息。新增企业操作人员在进行
操作前，需点击“用户激活”“商户
激活”，激活后再进行身份信息备
注。

进口冷链食品经过首站赋码
进入市场后，下游的进口冷链食
品生产经营者需通过扫码方式便
捷上传产品收发货等追溯数据。
而直接面向消费者的零售终端、
餐饮服务经营单位或销售者，只
在平台上对进口冷链食品来源信

息进行确认，暂不需录入销售去
向信息，但应在显著位置出示该
批产品追溯码。

无码禁售，没码不买。省市
场监督管理局提示广大经营者和

消费者，在购买过程中，如发现进
口冷链食品生产经营者未使用

“黑龙江冷链”平台或者进口冷链
食品上未见电子追溯码，可拨打
热线电话 12315进行举报。

家乐福超市进口冷冻食品的检疫证明家乐福超市进口冷冻食品的检疫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