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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记者赵政
府）记者12日从哈尔滨市
殡葬事务服务中心获悉，为
避免祭扫高峰人员聚集，进
一步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常
态化防控防护工作，现向广
大市民发出文明祭扫安全
须知：

1.进入各殡仪服务场
所、墓区的市民需全程佩戴
口罩，积极配合工作人员进
行“扫码、测温”的防疫措
施，并保持“一米以上安全
距离”，避免人员聚集。

2.对现场祭扫、安葬等
殡葬延伸服务人数进行限
制。有现场祭扫需求的市
民可登录“哈尔滨殡葬”微
信公众号，进入右下角“预
约服务”平台进行网络预约
或电话预约祭扫进园时间
段和人数。

3.倡导市民通过“哈尔
滨殡葬”微信公众号线上留
言，以“云祭扫”的方式隔空
祭奠，寄托哀思，传达孝意
及思念之情。

4.哈尔滨市直属9家殡
仪服务场馆自 2020 年 4 月
1日起全面关闭焚烧区，殡
仪场馆内禁止摆放纸牛纸
马等封建迷信用品，禁止焚
烧冥纸冥币。

5.市属各殡仪服务场
馆免费为祭扫的家属提供
黄丝带、祭思卡等文明祭祀
用品。

哈尔滨市殡葬事务服
务中心呼吁广大市民，疫情
期间尽量减少实地祭扫，可
选择以鲜花代替烧纸、丝带
追思亲人、卡片寄托相思、
网上祭奠忆故人等更文明
的方式追思先人。

哈尔滨发布祭扫须知

进入殡仪服务场所
需全程戴口罩 生活报讯（记者李丹）12日，记者从哈尔滨市城

管局获悉，城管环卫系统从今年元旦开始就全面展开
环卫系统强化疫情防控预案，目前，哈尔滨市生活垃
圾收运、道路清扫保洁，公厕消杀管理、环卫人员防
护、防疫物资储备等各环节、全链条都已筑起密集的
防疫环卫防线。

为彻底斩断病毒通过垃圾传播的渠道，哈尔滨市
环卫部门全面加强城市垃圾清运工作，最大程度减少
街面桶装生活垃圾的滞留时间，防止垃圾箱（桶）满溢
造成二次污染。为此，哈尔滨市城管环卫部门组织全
市街道办及保洁人员，加强临街小区外散袋垃圾的巡
查和收运，确保城市生活垃圾日产日清。

哈尔滨市环卫部门还结合垃圾分类工作，设置了
专门的容器，收集废弃口罩及高危包装物，对废弃口
罩等垃圾进行严格消杀，安排专用车辆运输处理。

据哈尔滨市城管局环卫办相关负责人介绍，他们
在垃圾清运过程中，增加了对垃圾桶、垃圾转运站、转
运间、压缩站点的消杀频次。按照边消杀、边清运的
作业流程，实施垃圾转运全链条、全流程、多频次消杀
作业。目前，环卫部门已经全面启动针对环卫工人的
健康管理工作。全面实行外出与返岗报告制度，严控
人员外出流动，上岗人员每日进行体温测量，每天作
业结束后自行消杀或班组长协助消杀防疫。

目前，哈尔滨市已经完善了防疫物资储备，确保
全市环卫工人手套、口罩等必要劳保防护用具充足。

设老年患者“无健康码”通道
就医多渠道挂号

生活报讯（记者吕晓艳）12日，记者从哈尔滨市卫健委获悉，哈尔滨市卫健委近
日出台了《哈尔滨市卫生健康系统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从
做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状态下对老年人的服务保障、便利老年人日常就医、
便利老年人卫生健康办事服务、便利老年人使用卫生健康智能化产品和服务应用等4
个方面，围绕老年人就医服务等高频事项和场景，明确了10项具体工作。

完善医疗机构“健康码”管理使用。
医疗机构入口可通过增设老年患者“无健
康码”通道、配备人员帮助老年人进行健
康码查询等方式，协助没有手机或无法提
供健康码的老年人凭有效身份证、纸质证
明等替代，通过手工填写流调表等方式完
成流行病学史调查，为老年患者就医提供
方便。

保障居家老年人基本医疗服务需
求。基层医疗机构要通过签约、巡诊等多

种方式为居家老年人，特别是高龄、空巢、
失能、留守等重点群体，开展上门诊疗、康
复护理、挂号取药等个性服务。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中做好帮
助老年人应对工作。梳理现有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统筹考虑老年人需
要，提供突发事件风险提醒、紧急避难场
所提示、受灾人群转移安置、救灾物资分
配发放等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应急救援和
保障服务。

做好应急响应状态下保障 无手机老人可手工填表

提供多渠道挂号等就诊服
务。完善电话、网络、现场预约等
多种挂号方式，畅通家人、亲友、
家庭签约医生等代老年人预约挂
号的渠道。要保留挂号、缴费、打
印检验报告等人工服务窗口，配
备导医、志愿者、社会工作者等为
老年人提供就医指导服务。

优化老年人网上办理就医服
务。简化网上办理就医服务流
程，为老年人提供语音引导、人工

咨询等服务，逐步实现网上就医
服务与医疗机构自助挂号、取号
叫号、缴费、打印检验报告、取药
等智能终端设备的信息联通，促
进线上线下服务相结合。

完善老年人日常健康管理服
务。搭建社区、家庭健康服务平台，
由家庭签约医生、家人和有关市场
主体等共同帮助老年人获得健康监
测、咨询指导、药品配送等服务，满
足居家老年人的健康需求。

便利老年人日常就医 多渠道挂号

优化“互联网+卫生健康政务
服务”应用。加快提升“互联网+卫
生健康政务服务”水平，加快推进部
门互联互通，充分利用官网、公众
号、咨询电话等途径，指导企业和群
众通过互联网办理审批服务事项。

设置必要的线下办事渠道。

医疗服务窗口单位保留线下办理
渠道，实体大厅现场申报与政务网
申报同步进行。配备现场引导人
员，全面推行审批服务“马上办、网
上办、就近办、一次办、预约办、延
时办、我帮办”等服务，改善老年人
办事体验。

便利老年人办事 保留线下办理渠道

扩大适老化智能终端产品供
给。加强应用培训和智能技术教
育。以开展智慧助老行动、“敬老
文明号”“老年健康宣传周”“敬老
月”等活动为契机，开展老年人运
用智能技术教育培训和宣传，营造
尊重和关爱老年人的社会风尚。

实施方案还从工作部署的层
面要求各区、县（市）卫生健康局，

制定本地区的实施方案，建立工
作台账，明确时间表、路线图，强
化工作落实，及时跟踪分析相关
政策措施实施进展及成效。哈尔
滨市卫生健康委将组建专项督导
组，通过实地走访、群众座谈、核
查材料等方式，进行跟踪问效，对
工作推进不力、整改不彻底的单
位和个人予以通报。

便利老年人使用智能化产品 多开展培训

冰城10举措
解决老年人

运用智能技术困难

冰城筑起全链条“环卫防疫线”

垃圾日产日清 收运全程多频消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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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来临，茶来袭。
沁园茶庄疫情期
间推出几款特惠
古树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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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葳纯料古树茶、临
沧南迫古树茶、易武
正山老树茶饼、老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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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勐海大叶散、糯
香小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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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04518939
广告勿扰

普洱茶

生活报讯（记者何兴丽）驾考
没完成，申领中的驾驶证没拿到
手，男子干脆花 240元买了个假驾
证上了高速，被交警查获后，不仅
面临行拘10天、罚款2000元的处
罚，还因涉嫌造假将被追刑责。

10日 15时许，省公安厅高速
公路交通管理局哈牡大队勤务二中
队在阿城收费站执勤时，民警发现
一辆小型轿车驾驶人出示的驾驶证
有效期截止至2020年4月份，随即
民警让其出示身份证，但驾驶人声
称自己没带，同时无法提供与驾驶
证号相符的身份证号码。这些异常

引起了民警的警觉，随后，民警通过
公安网查询发现，该驾驶证信息与
驾驶人实际描述存在很大差异。

民警立即将驾驶人带回警车询
问，该驾驶人承认了自己使用伪造
驾驶证驾车的违法事实。原来，他
正处在驾驶证申领阶段，所持有的
驾驶证是花240元钱在一个车行购
买、套用别人的，当得知自己会因伪
造变造国家证件面临刑事处罚时，
表示非常后悔。最终，哈牡大队民
警对其处以行政拘留10日，罚款
2000元的行政处罚，并移交阿城公
安局刑侦大队进一步处理。

这回严重了

男子驾考没完成买假证上高速
拘10天罚2000 还被追刑责

1月12日1时许，交警动力大队在
夜间检查中发现一辆车牌号为黑
ACW66*号小型轿车左摇右摆，遂将其
拦下检查。交警发现驾驶人陈某喝了
酒，其呼气检测结果为103mg/100ml，
涉嫌醉酒驾驶。

原来，陈某当晚在道外区与朋友饮
酒，吃完饭已经半夜12点多了，自认为
这么晚了不会再有交警检查，就抱着侥
幸心理驾车上了路。驾驶人陈某同样
将面临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五年内不得
重考的处罚，并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冰城交警持续夜查 三天查处39人

“花式吹气”逃避检测
醉驾女司机被吊销驾照

喝到后半夜以为没交警 上路被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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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实习生郝天朔 崔
迎迎 记者黄迎峰文/摄）12日下
午，哈尔滨香坊区城管执法部门
开出《哈尔滨市城市生活垃圾分
类管理条例》实施后的第一张罚
单。

近日，执法人员在对餐饮企
业垃圾分类情况检查时，发现一
些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对厨余垃圾
未按规定进行分类，且问题比较
突出。按照“先告知，后约谈，不
整改，再处罚”原则，执法人员先
后对70余家违规企业下达《责令
整改通知书》，督促餐饮企业经营
自行整改。

在 12日的复检中，执法人

员来到哈安街的一家面馆，发现
该面馆服务员将食客产生的厨
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全部混合倾
倒在一个垃圾桶内，未按规定实
施分类。

执法人员随即对该面馆负责
人进行批评教育，并按照规定现
场开出首张罚单，罚款200元。
这张罚单的开出，也标志着香坊
区生活垃圾分类监管执法工作走
向常态化。

执法人员提醒餐饮经营企
业，厨余垃圾应滤出水分后投放
至厨余垃圾收集容器，并由依法
取得经营权的单位收集、运输、处
理。

不按规定分类真罚了 一面馆将厨余垃圾混倒

香坊区开出冰城首张罚单

冰城垃圾分类进行时

生活报讯（记者何兴
丽）近日，哈尔滨市交警部
门严查酒驾、醉驾、涉牌涉
证等交通违法。据悉，在1
月9日至11日的夜查行动
中，全市范围内，共取缔酒
驾违法39件，其中饮酒驾
驶28件、醉酒驾驶11件。

11日晚，交警部门在三合路查处酒
驾。23时30分许，一台黑A1J8M*号
白色小型轿车在距检查点不远处忽然
停车，执勤交警按照预先部署，迅速控
制该车，打开车门瞬间，酒气瞬间扑鼻
而来。交警当场对涉酒驾驶人进行酒
精检测，其结果为172mg/100ml，涉嫌
醉驾。该人根本无法原地站定，不停地
摇晃，明显处于深度醉酒状态。

据驾驶人蒋某自述，自己在香坊区
木材街朋友家与两个朋友一起喝的酒，
喝了五瓶啤酒，离开时都说好不开车，
蒋某碍于情面隐瞒了自己是驾车前来
的事实，谎称马上打车回家，没想到躲
开朋友，却没躲开交警，驾车不到5分
钟，就遇见有交警检查。驾驶人蒋某将
面临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五年内不得重
考的处罚，并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酒后瞒着朋友驾车 躲不过交警

11日21时许，交警哈西大队在南
岗区中兴大道路段设卡，一辆车牌号为
黑A3NJ2*号的白色轿车驾驶人拒不配
合工作，执勤警力将驾驶人孙某带下车
进行呼吸式酒精检测。孙某百般抵抗，

上演“花式吹气”，经过了十余次检测，
最终才检测出其体内酒精含量为
92mg/100ml，属醉驾，等待她的是吊销
机动车驾驶证，五年内不得重考的处
罚，并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醉驾拒不配合检查“花式吹气”

200元！

““花式吹气花式吹气””司机司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