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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张紫洋 记者李晶琳）省
人防办预计在7月份前投资400余万
元，在全省新增 16台多媒体人防警
报器，利用多媒体科技手段，传递防
空警报信号。

新增的这 16台多媒体人防警报
器，主要设置在各市（地）人口密集

活动的室外场所。这种警报器集人
防警报、大屏幕 LED彩屏显示为一
体，除会发出传统的防空防灾警报
声，还可宣传国防、人防相关的法律
法规，人防、消防、天气预报、自救互
救、公益性广告等相关应急便民知
识等。

本报讯（胡杨 记者刘艳）记者 4
月 12日从哈尔滨市人社局获悉，由
哈市人社局、哈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
合举办的 2021年春季哈尔滨市退役
军人专场招聘会，将于15日9时在哈
尔滨人力资源中心一号楼（香坊区和
兴路38号）举行。

据悉，本场招聘会当天将有 JW

万豪酒店、融创服务、华兴玻璃、顶津
食品等 60余家哈市知名企业参会，
提供各类就业岗位 3482 个。将在
线上通过“哈尔滨就业地图”“来活
儿”小程序、“冰城就业服务”抖音直
播送岗平台、“王科长热线”QQ 服
务平台同步发布就业岗位及就业服
务信息。

哈尔滨15日举行退役军人招聘会

□本报记者 霍营

4月 12日，哈医大一院群力院区，全面恢复
门急诊、住院、体检等医疗服务。复诊首日，医院
的就医流程如何？患者的就医感受怎样？12日
上午，记者来到哈医大一院群力院区探访。

12日上午 9时许，记者在哈医大一院群力院
区门诊大楼外看到，患者在就诊前，都需要扫描

“疫情防控行程码”和“健康码”，持绿码方可进入
安全通道，测量体温后允许进入门诊大楼。

进入门诊大厅，记者看到，由于门诊实行预
约挂号诊疗服务，挂号处并没有患者排队的现
象。一台白色的消毒机器人不停地往返工作，吸
引了不少患者的目光。据工作人员介绍，不会使
用智能手机无法扫描行程码及健康码的老年人，
可走无码登记专用通道办理登记手续后完成就
诊流程。

在儿内科诊室，医生正在为一名 4岁的患儿
进行检查。市民张芳告诉记者，她家就住在医院
附近，孩子最近感冒三四天了不见好。“我昨天在
网上提前预约挂了号，今天带孩子来看医生。群
力院区复诊后，我们以后看病方便多了。”

哈医大一院儿内科崔岚巍主任介绍，目前群
力院区儿科共开设六个诊室，除了四个普通儿门
诊外，还有一个新生儿门诊和一个儿外科门诊，
同时开设了24小时儿科急诊，周六日也有医生出
诊。“复诊后的群力院区，在软硬件方面都进行了
提档升级，儿科疾病的诊疗方面每天都有涉及呼
吸、消化、肾病、内分泌、血液、风湿免疫等多个专
科的高水平专家出诊。”

记者了解到，群力院区全面恢复医疗服务首
日，8个小时内接诊患者近千人，急诊40人，体检
100余人，接收住院患者 200余人，顺利接生新生
儿1名，完成腹腔镜直肠癌根治术、剖腹产手术等
各类手术8例。

据哈医大一院门诊部主任张淑杰介绍，目前
哈医大一院群力院区每天开放号源为1000个，下
一步号源将逐渐开放至 3000~4000个；进一步开
展分时段预约，缩短患者候诊时间；自助和人工
通道相结合，方便老年人群体诊疗。另外，在完
成新冠肺炎患者的救治工作后，群力院区进行
了平急结合的改造，这意味着以后再出现新冠
肺炎疫情，不但有专门的通道流程对新冠患者
进行救治，还能保证普通患者的就医需求。未
来，群力院区将着力打造成黑龙江省高端医疗技
术中心，高水平服务中心，高标准平急结合救治
中心，为我省人民群众提供高水平的医疗技术和
优质服务。

□本报记者 霍营

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有哪些禁
忌？未完成全程免疫程序如何补
种？4月12日，针对公众关于新冠病
毒疫苗接种的相关疑问，省疾控中心
进行解答。

一、接种新冠病毒疫苗都
有哪些禁忌？

答：疫苗接种的禁忌是指不应接
种疫苗的情况。根据《新冠病毒疫苗
接种技术指南（第一版）》，通常的疫
苗接种禁忌包括：

1.对疫苗的活性成分、任何一种
非活性成分、生产工艺中使用的物质
过敏者，或以前接种同类疫苗时出现
过敏者；

2.既往发生过疫苗严重过敏反
应者（如急性过敏反应、血管神经性
水肿、呼吸困难等）；

3.患有未控制的癫痫和其他严
重神经系统疾病者（如横贯性脊髓
炎、格林巴利综合症、脱髓鞘疾病
等）；

4.正在发热者，或患急性疾病，
或慢性疾病的急性发作期，或未控制
的严重慢性病患者；

5.妊娠期妇女。
有些禁忌，比如正在发热等是暂

时的，当导致禁忌的情况不存在时，
可以在晚些时候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二、如何发现、把握接种疫
苗禁忌？

答：在操作过程中，如果接种第
1剂次疫苗出现严重过敏反应，且不
能排除是疫苗引起的，则不建议接种
第2剂次。要了解疫苗成分，对疫苗
成分有既往过敏史者不能给予接种。

接种时，受种者应如实向接种医
生报告身体健康状况及疾病史、过敏
史等。

三、新冠病毒疫苗的接种
部位和接种途径？

答：目前已获批的5个新冠病毒
疫苗接种部位均为上臂三角肌，接种
途径为肌内注射。

四、为什么接种完新冠病
毒疫苗后要留观30分钟？

答：接种疫苗后，可能有极少数
人会出现急性过敏反应、晕厥等情
况。严重危及生命安全的急性过敏
反应多在接种后30分钟内发生。如
发生急性过敏反应，可以在现场及时
采取救治措施。晕厥也大多出现在
接种后 30分钟，如接种后立即离开
留观现场，可能会因晕厥给受种者造
成意外伤害。因此，受种者在接种疫
苗后需要在接种单位指定区域留观
30分钟。

五、为什么新冠病毒灭活
疫苗的剂次之间需要一定的间
隔？

答：通常情况下，灭活疫苗需多
次接种才能达到较好的免疫效果。
根据临床试验数据，新冠病毒灭活疫
苗第1剂次接种后可刺激机体产生部
分免疫应答，第2剂次接种后能够产
生较好的免疫效果。一般需要根据临
床试验研究结果确定剂次之间的最小
间隔。如未能在接种程序要求的时间
完成两剂接种的，应尽早补种。

六、未完成全程免疫程序
接种者如何进行补种？需要重
新接种吗？

答：对全程免疫为 2或 3剂次的
疫苗，未完成全程接种者，建议尽早
补种未完成剂次，无需按照免疫程序
重新开始接种。

未完成全程免疫程序咋办

无需重新接种 尽早补种即可

本报讯（于淼 记者姚建平）齐齐
哈尔市红十字中心血站智能化血库
日前正式投入使用，目前储血量达到
以前的 2～5倍。这标志着齐齐哈尔
市血液存储向自动化、信息化、智能
化迈出重要一步，成为全省首家启用
智能化血库的采供血机构。

记者在血库现场看到，中心血站
储血科工作人员安宇恒正在操作鼠
标，选取最早入库的血浆。通过屏
幕，可以清晰看到，在他选取具体位
置的托盘后，通过电子操作，机械手
臂精准、快速地找到托盘位置，将其
输送到出入口处。

齐齐哈尔市红十字中心血站承
担全市 48家医疗机构的临床用血任

务，每年供血 14吨左右，每天入库血
量37500毫升左右。智能血库的投入
使用大大增加了血液库存量，红细胞
类库容量增加近一倍，血浆库存扩容
5倍。在存取血方面，以前工作人员
需要进入零下 30℃的冷库内取血，并
且要在众多手写的存储时间中寻找
最早入库的血液，而现在，机械手臂
三轴联动，根据样品位置存入取出，
可以通过实时摄像头了解库内具体
的运行操作情况，既可以整盘入库，
也可以分散入库，使出入库更加高效
便捷。同时，库存血量与温度可实现
远程监控。

工作人员通过屏幕实时监控出入
库情况。 李贺 本报记者 姚建平摄

我省将增16台多媒体人防警报器

（上接第一版）

小康路上变“勇者”
王关磊从早到晚忙在猪舍里，

喂料、消毒、打针、接仔。每当遇到
技术难题，他便查资料、找书籍，甚
至跑到县城里去咨询。就这样经过
几个月的细心饲养，他养的猪个个
膘肥体壮、毛色鲜亮，村民们都对

“不起眼”的王关磊竖起大拇指。
可高兴劲儿还没过，又遇到新

问题。那年冬季母猪产仔，但圈舍
的温度不达标，造成仔猪成活率低，
这一年白忙活了。

建设标准化猪舍迫在眉睫。经
过驻村工作队的多方联系和协调，
建设猪舍用的铁管、钢筋、水泥、红
砖、木材等全部到位，2017年 5月新
的圈舍建成，仔猪成活率大幅提升。

王关磊对市场进行了深入的
考察和分析，坚定了自己选择本地
森林黑猪绿色生态养殖之路。自
己没赚到钱，关键原因是消费者对
森林黑猪的认知不够。在加大宣
传力度的同时，王关磊对仔猪品种
进行改良，把公猪品种更换为杜洛
克公猪，从最初的卖育肥猪向销售
仔猪转变。2018 年共销售仔猪 50
余头，肥猪 20 余头，养殖资金得以
周转。

2019 年生猪市场价格大幅提
升，此时王关磊的栏中有大小黑猪
近 200头，能出栏肥猪 30余头，30斤

左右仔猪 70 余头，全部销售一空，
赚了大钱。

2020 年，王关磊又购买了 6 个
二手母猪产床，同时还更换母猪品
种，提高仔猪品质，保证培育出更加
优质的仔猪，紧跟市场又赚了钱。

引领致富作“先锋”
走在致富路上的王关磊，想的

最多的是如何回报乡亲。
他把这几年积累的养殖技术和

经验，无偿传授给有意愿养猪的村
民，帮助提供种猪，登门进行技术指
导，就这样被他带动的养殖户越来
越多。

他注册成立了“财富森林黑猪
养殖基地”，成立了万润种养殖合
作社，走上了黑猪培育、蜜蜂养殖、
作坊酿酒、带动村级产业合作社提
档升级的产业富民之路。

王关磊的付出得到了回报，被
县里评为“致富带头人”，个人还提
交了入党申请书。

今年，党史学习教育开展后，作
为入党积极分子的王关磊在当好

“猪倌”的同时，又在发展庭院经济
上开动脑筋，利用临近“醉美 331国
道”和“画山”景区优势，鼓励村民建
设家庭采摘园，种植黄瓜、柿子、辣
椒、茄子等绿色果蔬，除自家食用外
将多余的蔬菜订单销售，目前全村
已建成 400平方米蔬菜大棚，将“我
为群众办实事”进行到底。

王关磊
办产业引领村民致富

本报讯（记者孙海颖）8 日，黑龙
江省检察院召开全省检察队伍教育
整顿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传达全国、
全省第一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推
进会精神，讨论《全省检察机关顽瘴痼
疾专项整治实施方案》，安排部署全
省检察队伍教育整顿查纠整改环节工
作。

会议指出，全省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开展以来，在地方党委领导和全省检察

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指导推动下，全
省市县两级检察机关强化政治引领，精
心组织谋划，全力推进落实，较好完成
了学习教育环节各项任务。

在查纠整改环节，要提高政治站
位，保持正确方向，指导市县两级检察
机关准确把握总体要求，对标对表部
署，坚持把学习教育贯穿始终，坚持准
确把握政策要求，坚持正确舆论导向，
确保查纠整改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稳

妥推进。
突出问题导向，加强对政策策略的

把握认识、加强对工作方案的细化实
化、加强对目标任务的督导落实。紧盯
问题，综合运用干警自查、组织查处等
多种手段，推动查摆问题走深走实，推
动突出问题切实整改，实现执法司法公
信力进一步提升。

注重实际效果，强化顽瘴痼疾整
治、强化线索汇总研判、强化协同配合

提升质效，坚决清除害群之马，坚决整
治顽瘴痼疾，全力维护基层检察队伍肌
体健康，打造一支让党和人民信得过、
靠得住、能放心的检察铁军。

指导市县两级检察机关强化系统
思维，突出统筹谋划，做到与党史学习
教育有机结合、与开展“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有机结合、与“规范司法、
提质增效”工作要求有机结合，持续推
动龙江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龙江检察 整治顽瘴痼疾 推进查纠整改

全省首家 在齐齐哈尔投用智能血库
库存扩容倍增 机械手臂存取 远程智能监控

本报记者 郭俊峰摄

护士对前来预约就诊的患者进行登记。

医生正在为小患者作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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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医院先消毒。

权威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