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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动防汛防汛

接种流程衔接顺畅
件件服务透着关爱

“我们家长都打了，孩子能接种
就更好了，一定积极配合。快开学
了，这样我们也更放心。”4日 10时
30分许，一位家长带着女儿走进哈
尔滨市虹桥中学南直路校区疫苗接
种点进行疫苗接种。

记者在新春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工作人员指引下，体验接种全流
程：在接种点入口处需扫行程码和
健康码、测温进入；在预检分诊区，
经健康信息询问与签字，即可来到
接种区；据新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副主任蒿莹介绍，这里设有两个接
种室，分别是男生接种室和女生接
种室，每个接种室有三个接种台，
接种前会再次询问是否有不适合
接种疫苗的情况；接种完成后，学
生会领取一张写有接种具体时间
的黄色笑脸贴纸，方便掌握 30 分
钟的留观时间。“该接种点接种的
疫苗品种为北京生物或北京科兴
生产的灭活疫苗，免疫程序为两剂
次。”新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

马建民介绍说。
在出口的一处区域，黄澄澄的

笑脸贴纸覆盖了一整面展板，展板
旁有拍照相框，“为了增加学生接
种成功的荣誉感，我们设置了接种
纪念区，从身上揭下贴纸贴到展板
上、选择自己喜欢的元素相框拍张
照……简单的操作让孩子们犹如完
成一项任务般仪式感满满。”派驻接
种点辅助完成接种任务的南岗区教
育局校外教育活动中心主任李月
晖，一一鼓励道“孩子们，好样的！”
不仅如此，在留观室，电视里分别播
放着奥运会比赛和建党百年宣传
片，在讲台上有糖果，可为学生和家
长及时补充糖分，还有脑筋急转弯
单页，让学生和家长度过一段难忘
的亲子时光……“作为学生，抗‘疫’
帮不上什么忙，主动接种疫苗算是
为国家群体免疫尽一份绵薄之力
吧。”虹桥中学黄河路校部初三学生
刘厶芮高兴地说。

专家：接种疫苗仍然是防
控疫情传播最有效措施

对于青少年尽快接种新冠病毒

疫苗有何益处，记者采访了哈尔滨
市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所长李玺
琨。

李玺琨表示，接种新冠病毒疫
苗是有效防控疫情输入和传播扩散
最经济、最有效的措施。目前，国
产新冠病毒疫苗对于变异毒株仍然
具有较好的保护效力，同时可有效
预防（降低）重症病例和死亡病例
的发生率。我国绝大多数人都没有
针对新冠病毒的免疫力，对新冠病
毒是易感的，感染发病后，有的人
还会发展为危重症，甚至造成死
亡。接种疫苗后，一方面绝大部分
人可以获得免疫力，从而有效降低
发病、重症和死亡的风险；另一方
面，为儿童和青少年接种新冠病毒
疫苗，对建立人群免疫屏障，阻断
新冠肺炎的流行，对保障我国社会
经济、居民生活正常运转，具有重
要意义。

同时，李玺琨提示，家长需要了
解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相关知识，接
种前避免孩子空腹、劳累。有预防
接种相关问题，也可以拨打咨询热
线电话12320。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刘
瑞）日前，哈尔滨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办
公室印发《哈尔滨市广场舞噪音扰民整
治工作指导意见》。哈市将综合运用法
律、行政、经济等多种措施，治理广场舞
等健身活动引发的噪声问题。哈市将
对学校、医院和居住区等噪声敏感区域
和城市道路两旁等安全隐患突出区域
实行广场舞活动限制。

根据《意见》，哈市将依法查处在市
区内街道、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组织
广场舞等娱乐健身活动中使用音响器
材音量过大产生噪音污染干扰他人正
常生活的行为，有效规范广场舞健身活
动，推动广场舞健身活动健康发展。

全市各区将对辖区内广场舞健身
活动的场地位置、团队组织、活动规模、
活动时间、开展形式和噪声扰民问题等
情况进行全面摸排，并将 12345 热线等
投诉平台多次反复投诉的地段、点位作
为重点摸排对象，全面掌握情况，建立
管理台账，确保全部纳入管理范围。

哈市将对学校、医院和居住区等噪
声敏感区域和城市道路旁等安全隐患
突出区域实行广场舞活动限制，对因广
场舞健身活动场地选择不科学致使噪

声扰民行为突出的广场舞健身活动团
队，要督促其调整活动场地。对广场舞
健身活动团队实行登记备案制度，鼓励
设立社团组织，督促加强自律管理。通
过组织开展普法宣传、沟通协商、召开
座谈会、签订自觉遵守公共场所秩序防
止发生噪声污染行为的自律承诺书等
形式，引导广场舞健身活动的负责人
（组织者）和参与者自觉规范健身行为，
并接受相关部门的管理和监督。

《意见》提出，对广场舞区域实行网
格化管理，制定“限区域、限时段、限音
量”的管控措施，采取定点定时定人监管
与不定时巡查相结合的方式，重点对早
晚两个时段的广场舞健身活动加大执法
巡查力度，及时处理噪声扰民案件。

中考、高考等重大社会活动期间，禁
止开展广场舞健身活动。对拒不服从管
理、不听从劝阻、活动超时、噪声超标、反
复扰民的广场舞健身团体由城管执法部
门责令整改；对拒不整改或屡改屡犯的，
予以取缔。对拒绝、阻止执法人员依法
执行公务的团体或个人构成违反治安管
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实施治安处
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意见》提出，全市各辖区要将广场

舞健身活动噪声扰民问题专项整治工
作列入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的重要内
容，实施全面管控、规范管理、重点整
治。要建立广场舞健身活动场地申报
制度，对广场舞健身团队实行登记备案
管理。落实执法人员网格化管理制度，
加大对广场舞健身活动噪声扰民行为
的发现和整治力度，确保广场舞健身活

动噪声扰民问题整治取得长效。
按照相关标准限值，在居民住宅、

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科研设计、行政办
公等区域，昼间 6时至 22时时段环境噪
声不超过 55分贝，夜间 22时至次日 6时
时段环境噪声不超过 45分贝。

执法人员现场进行劝导。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瑞摄

限区域 限时段 限音量

哈尔滨将严格治理广场舞噪音扰民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智博）为有效治理商业街区周边侵
占城市公共资源的违法违章行为，消
除商业街区周边牌匾乱象，杜绝视觉
冲击和污染，打造更加优良的经济发
展外部环境，日前，哈尔滨市道里区
综合行政执法局加大商圈牌匾规范
整治力度，对中央大街及辐射街路的
牌匾乱象进行了历时 60余天的专项
清理工作，共拆除违规刀匾 72块、高
空墙体字 9处、额匾 142块。

据执法人员介绍，中央大街及 25

条辅街上的商家达 1200 余家，为了
招揽生意，商家制作高空透体字、彩
色刀匾等各种各样的牌匾广告。最
大的刀匾长达 17 米，最重的刀匾达
6700斤、最长时间没有维修的牌匾达
10余年……这些户外牌匾广告存在
着不同程度的安全隐患，对此，道里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采取先易后难的
方式方法，科学、有效、安全推进整治
工作。

拆除现场。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智博摄

本报讯（魏然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
记者刘莉 见习记者张继元）8月 5日，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升级疫情防控就医
和诊疗工作指南。

1、严格实行非急诊分时段全预约
挂号，急诊患儿走急诊科入口通道。

2、6岁以下患儿一患两陪护，6岁
以上患儿一患一陪护。

3、所有进入医院就诊的患者（陪护
家属），先扫“国家大数据行程码”，再扫

“龙江健康码”，均为绿码，测温正常（低
于 37.3℃），方可进入候诊区。就诊全
程规范佩戴口罩。

4、如有外地旅居史、暴露史请主动
告知预检分诊人员，配合流行病学调
查。如到过疫情中高风险地区，由专人
送至发热门诊就诊。陪同患儿家长的
行程码显示绿色“＊”者，请持三日内核
酸阴性报告方能就诊。

5、候诊区诊室门口测温正常可进
入诊室。

6、严格执行“一医一患一诊室”。
7、门诊阶段性治疗患者，首次做核

酸检测或提供3日内核酸检测阴性报告，
之后每隔14天需再进行核酸检测。

8、眼科、耳鼻喉科、口腔科等涉及
高风险操作，需做核酸检测或提供3日
内核酸检测阴性报告。

9、住院处病区继续封闭管理，严禁
探视。住院患者及陪护住院前需进行
核酸检测或提供 3日内核酸检测阴性
报告。

10、关注哈尔滨市儿童医院服务平
台，专科医生将远程在线健康指导。

11、开通 24 小时医疗健康热线：
87122099。

12、为保障患儿医疗安全，增加医
院职工核酸检测频次。

本报讯（王甦 杨敬慧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刘莉 见习记者张继元）近
日，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发布近期门诊就
诊指南，部分有调整，具体如下：

1、门诊实行分时段预约挂号，急诊
24小时接诊，关注医院微信公众号进行
预约。

2、所有到院人员必须佩戴口罩。
3、所有到院人员必须携带本人有效

身份证件，扫描行程码和健康码，测温正
常，完成流行病学调查后方可进入楼内。
进入诊室后进行二次测温，二次流调。没
有智能手机或无法扫码的老年人可由专
用通道进入，人工登记流调后就诊。

4、医院通道实施单向流动，所有就
诊患者及外来人员一律由门诊进出。

5、口腔科、耳鼻喉科、眼科、腔镜等
高风险科室首诊需提供3日内核酸阴性
报告。门诊阶段性治疗患者首次需提供

7日内核酸阴性报告。
6、发热患者、健康码为黄色／红色、

或14天内去过国内中高风险地区，到发
热门诊就诊。

7、如行程码有“＊”号显示时，请主
动提供 48小时内（自采样时间起）核酸
阴性报告，查验合格后方可就诊。

8、门诊实施“一医一患一诊室”管
理。能自理的患者请单独就诊；65岁以
上老人、孕妇、儿童及病情严重的患者限
一人陪护。

9、医院为不会预约的老年人提供电
话预约服务，预约电话：114/116114（24
小 时）、88626761（工 作 时 间）、
15776946507（工作时间）。

10、医院核酸采集点设在门诊楼右
侧，只单纯做核酸检测人员无需进入门
诊，直接到核酸采集区即可完成缴费、采
集。

中央大街商圈
拆除200余块牌匾

预计松花江干流哈尔滨站
今日出现洪峰

未成年人接种新冠
疫苗，是家长、老师乃至
全社会共同的关注。根
据国家总体安排，7 月至
9 月，哈尔滨市对 12~17
周岁人群开展新冠疫苗
接种工作。接种流程和
成人有何不同？青少年
尽 快 接 种 疫 苗 有 何 益
处？带着大家关心的问
题，8月4日，记者走进哈
尔滨市虹桥中学疫苗接
种点一探究竟；同时采访
到哈尔滨市疾控中心免
疫规划所所长李玺琨，看
看专家是如何回答的。

接
种
流
程
很
顺
畅

留
观
室
里
看
奥
运

记
者
探
访
哈
尔
滨
青
少
年
疫
苗
接
种
点

□文/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莉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张继元
摄/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蒋国红

“十二条”! 有调整! 哈尔滨市第五医院
发布最新门诊指南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
出台健康就诊指南

学生和家长间隔距离排
队等候。

接种完疫苗的学生在留
观室内观察30分钟。

“笑脸墙”前留张影。

学生接种疫苗学生接种疫苗。。

8月5日，江上俱乐部前的松花江沙滩嘉年华浸在江水中。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蒋国红摄

本报5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
体记者李宝森）8月 5日，哈尔滨市
召开水旱灾害防汛会商会议，根据
气象和水文部门提供的数据，分析
研判松花江干流洪峰对全市的影
响。

哈尔滨市结合气象、水文部门
分析情况作出研判：预计松花江干
流哈尔滨站将于8月6日出现洪峰，
洪峰水位 118.00米上下，低于警戒

水位（118.30 米）0.30 米，流量 7200
立方米/秒；木兰站 8月 8日前后出
现洪峰，洪峰水位109.30米上下，超
警戒水位（109.00 米）0.30 米；通河
站 8月 9日前后出现洪峰达警戒水
位（104.80米）上下，流量 8000立方
米/秒左右。8 月 5 日 8 时，松花江
三家子站（双城）水位 123.40米，超
警戒水位 0.10米，已连续 36小时水
位维持不变，可基本判定到峰。

本报5日讯（满旭波 黑龙江日
报全媒体记者韩波）加强监测预警预
报、强化应急抢险救援、按照“部门＋
专家”模式开展包保督查……应对将
于8月6日前后出现的松花江干流哈
尔滨站洪峰，哈尔滨市严阵以待，启
动防汛Ⅳ级应急响应，以临战状态积
极做好防汛抢险各项工作。

连日来，哈尔滨市防汛抗旱指
挥部办公室组织气象、水文、水务、
应急等部门随时监测、随时会商、随
时预警，第一时间推送雨情和江河
水情，为科学调度和指挥决策提供
可靠依据。同时，哈市建立起覆盖
全市303个街道（乡镇）的事故灾害
信息初报快报群，通过信息速报机
制，做到迅速报告、及时处置。哈市
各区县（市）防指以及市应急、气象、
水文、水务和自然资源等部门建立
起工作联动和信息共享机制，对汛
情随时预报预警。目前，各地及各
有关部门已实行 24小时值班和领
导在岗带班制度，保证洪峰过境期
间指挥调度及时高效。

市防指成立了9个包保督查组，
按照“部门＋专家”的模式，每组包保

一区一县，对防汛救灾工作进行包保
督查。哈市各部门迅速行动，对可能
发生水毁、泥石流、洪灾区域路段和
漫水路（桥）、涵洞等区域部位进行排
查踏勘，督促相关单位、企业落实主
体监管责任；提前检查阿什河整治工
程现场、哈尔滨水源地迁移取水泵站
施工现场、磨盘山水厂、第三水厂和
长江路等城区多处内涝点防汛排涝
工作，排除隐患；协调移动、联通、电
信、铁塔四家通信运营企业，做好防
汛抗洪救灾应急准备，一旦发生突发
情况，立即对毁损通信设施进行修
复，确保通信线路畅通。

为筑牢安全防线，目前，哈市森
防支队、消防支队和蓝天救援队等
社会救援力量近 1300人，全部集结
待命，抢险救援设备装车待运，部分
抢险力量、物资设备提前预置到重
点防护部位。

据了解，截至目前，哈市已向重
点地区调拨编织袋、彩条布等防汛
抢险物资约416万元，调拨帐篷、棉
衣、折叠床等救灾物资约100万元，
同时做好了全市 55处防内涝薄弱
部位抢险力量前置工作。

哈尔滨全力做好抗洪防汛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