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A02版）1月13日13时，步行至建
国街开发17号楼宠物港购物。1月14
日11时，乘坐出租车前往生态花园3期
朋友家。途中在比优特超市、干调批发
处购物。1月15日11时，到花园路洋洋
干洗店。12时到北小十字街发丝缘美
发剪发。13时步行至街北头砖厂平房
朋友家。14时步行去北头二中学校后
平房婆婆家。14时在蔡家面食店购
物。16时在呼兰利东粮油店购物后步
行回家。 1月16日8时，乘坐10路公
交车前往盛滨花园洗浴会馆上班，22时
乘坐出租车回家。1月17日8时，乘坐
10路公交车前往盛滨花园洗浴会馆上
班。1月18日7时，下班步行回家，13
时步行前往小区内建国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

无症状感染者16：齐某某，男，20
岁。现住呼兰区民主街。1月7日-13
日，居家。其间，1月7日13时步行前往
呼兰区北大街晟豪商务会馆，1小时后
步行回家。1月14日，步行去小十字街
大月水果店购物。1月15日17时许，去
亿兴小区大呼啦饭店吃饭；19时去御花
园小区唐会KTV；22时去六福宾馆住
宿；23时去红博酒吧，24时返回宾馆。
1月16日7时，乐水街与二道街交叉口
西南处老沈头包子铺吃早餐，8时回
家。1月17日，上午到豪华家居店购物
后前往御伯府邸小区，12时由小区生鲜
便利店进入小区。

无症状感染者17：傅某某，女，49
岁。现住呼兰区瑞凯世纪城小区。1月

6日-17日，乘坐通勤车上下班。
无症状感染者18：邹某某，女，31

岁。现住呼兰区利业镇裕乡村孙家
屯。1月1日-1月17日，每天乘坐私家
车上下班。其间，10日6时20分，乘私
家车前往呼兰中心市场购物。

无症状感染者19：王某某，女，48
岁，现住呼兰区乐业镇玉乡村孙家屯。
1月5日-16日，每天6时下班，乘坐私
家车回家，18时乘坐私家车上班。

无症状感染者20：纪某某，女，49
岁，现住呼兰区乐业镇玉乡村孙家屯。
1月9日-17日，每天18时30分、次日6
时分别乘私家车上下班。

无症状感染者21：高某，34岁，女，
现住呼兰区乐业镇玉乡村孙家屯。1月
9日-17日，每日17时至次日5时上下
班回家。其间，1月12日8时乘私家车
前往松北区润恒批发市场购物后回
家。1月18日，7时乘私家车前往富佳
新天地小区附近好萍仓买，后前往北京
路船先生海鲜批发市场购物。

无症状感染者22：涂某某，男，52
岁，现住利民开发区富佳新天地小区。
1月7日-14日、16日-18日，每天18
时、次日6时步行上下班。

无症状感染者23：王某某，男，25
岁，现住利民开发区乐业镇阳光村小将
军屯。1月7日，11时30分去乐业镇政
府附近购物。1月9日11时在凯达加油
站加油，13时在万宝大道附近鸿运仓买
购物。18时在家附近食杂店购物。1月
10日7时到凯利汽配城宇航汽车用品

购买汽车用品，14时到远东市场购买蔬
菜、水果。1月12日11时到润恒城附近
购买水果，16时到凯利广场东侧鑫起点
购买汽车用品。1月13日11时驾驶私
家车到凯利广场办事，随后返回小将军
屯。1月14日到乐业镇加油站兴隆日
杂百货商店购物。1月15日20时到大
将军村食杂店购物。1月16日6时在润
和城姚老太烧饼店打包食物带走。9时
30分至14时在智谷五街附近某小型工
地铲雪。15时30分到新浪汽车（松北
区江安街）洗车后返家。1月18日14时
到乐业镇政府附近购物。1月19日13
时到乐业镇政府附近俊玲综合超市购
物。

无症状感染者24：贾某某，女，80
岁，现住利民开发区利民大道富佳新天
地小区。1月7日-20日，居家。

无症状感染者25：侯某某，女，43
岁，现住利民开发区明悦浪漫城小区。
1月9日-10日，乘9路和230路公交上
下班。1月11日-15日，乘坐通勤车上
班。1月16日，17时30分步行到乐道
砂锅居（南京路店）。1月17日，9时到
瑞辉药店，后到乐道砂锅居（南京路
店）。1月18日，10时步行到瑞辉药店；
13时去附近生鲜超市购物。

无症状感染者26：李某某，女，54
岁。现住利民开发区富佳新天地小
区。 1月5日－18日，每天5时、20时
骑车上下班。

无症状感染者27：彦某，男，30岁，
现住利民开发区富佳新天地小区。1月

6日-18日，每天5时、19时骑车上下
班。其间，1月9日19时，在宝安路好萍
仓买购物。1月15日19时，在家附近百
利（天天）超市购物。

无症状感染者28：魏某某，男，58
岁。现住利民开发区富佳新天地小
区。1月 5 日- 18日，每天6时、17时
步行上下班。

无症状感染者29：林某某，男，39
岁。现住利民开发区利业镇玉林村宛
家屯。1月6日-9日、11日-16日,每
天6时、18时骑车上下班。1月8日19
时，在单位附近廉友食杂店早餐车购
物。1月10日13时，到家附近购物。1
月17日 8时，到小区门口货车摊位购
物。

无症状感染者30：于某某，女，43
岁。现住利民开发区南京路50号江霆
华府2期。1月7日-17日，每天17时、
次日5时，乘坐郊6路公交车上下班。1
月18日，4时乘私家车下班回家。

无症状感染者31：王某某，女，44
岁，现住呼兰区长岭镇东八家村东八家
屯。1月7日-16日，乘坐通勤车上下
班，每天下班到达工商银行站后换乘公
交车（许堡至八家村）到八家站下车。1
月17日，乘坐通勤车上班；16时，下班
从单位乘坐9路公交车至一中保险公司
站，步行到繁荣路中心市场一楼、广场
步行街南洋商店、亿百佳生鲜超市购
物。5时40分，乘坐公交车（许堡至八
家村）到八家村下车。1月19日9时，乘
坐私家车到八家村村委会。

哈尔滨市公布最新确诊病例及无症状感染者活动轨迹

新闻邮箱

2021·1·23星期六 本版主编 静伟 编辑 李琳 版式 倪海连

A03要闻 shbzkb@126.com

有新冠病毒感染史者。9

使用抗肿瘤药物等免疫调节剂者。8

已知或怀疑患有严重呼吸系统疾病、严重心血管疾病、恶性肿瘤者。严重的肝肾疾
病、药物不可控制的高血压（收缩压≥140mmHg舒张压≥90mmHg）、糖尿病并发症。

已被诊断为患有先天性或获得性免疫缺陷、HIV感染、淋巴瘤、白血病或其他自身免
疫疾病。6

妊娠期妇女和哺乳期妇女，接种3个月内有生育计划者。4

年龄小于18岁或大于59岁不予接种。3

发热者、患急性疾病、严重慢性疾病、处于慢性疾病的急性发病期者。2

对疫苗中任何成分过敏者，既往发生过疫苗严重过敏反应者，如急性过敏反应、荨麻
疹、皮肤湿疹、呼吸困难、血管神经性水肿或腹痛者。1

生活报 22 日讯
（郭恂 记者吕晓艳）
22日，黑龙江省疾控
中心发布新冠肺炎
疫苗科普问答。

新冠肺炎是新
发传染病，人群普遍
易感，新冠疫苗到底
要不要接种？打新
冠疫苗需要注意什
么？

省疾控中心：

10种情况不宜接种新冠疫苗

新冠疫苗和其他任何疫苗一样，接种后可
能会出现一些常见的不良反应；如接种部位酸
胀、红肿、疼痛、瘙痒等；极少数人因个体差异
可能会出现发热、乏力、恶心、头痛、肌肉酸痛
等，一般2-3天后大多可自行恢复，无须做特
殊处理，不需要太过于担心。

其次新冠疫苗成分的特异性属性有可能
诱发过敏性反应，这属于疫苗本身特性之一，
不代表疫苗本身的质量和安全性存在问题。
目前我国累计已完成100多万剂次的临床试
验和紧急接种工作，并没有发现严重的不良反
应，也没有出现严重感染的病例报告。

接种新冠疫苗有哪些不良反应？

接种时主动提
供个人的身体健康
状况。接种期间全
程佩戴口罩，按照接
种点标识有序排队，
保持1米以上社交距
离。接种疫苗之后
必须在接种点留观
区观察 30 分钟，无
不适症状才可以离
开。接种后应多休
息，多饮水，注射部
位保持干净卫生，不
清洗、不挤压按摩接
种部位，以防局部感
染。如果出现持续
发烧等现象，应及时
就医并向接种单位
报告。

接种新冠疫苗
需要注意什么？

生活报讯（记者何兴丽）
记者从黑龙江省公安厅高速
公路交通管理局获悉，从1月
22日起，吉林省所有高速公路
出口对由黑龙江进入吉林的
车辆进行检查劝返。

请注意：
一是检查劝返工作只在

收费站口开展，所接受检查的
车辆是指所有从黑龙江省出
发，从吉林省境内收费站下的
车辆，路过吉林的车辆只要不
在吉林境内下高速便可正常
通行。

二是所有需要进入吉林
省内的人员必须提供核酸检
查阴性证明报告。

黑龙江
进入吉林车辆
将被检查劝返

生活报 22 日讯（杜战文
记者栾德谦）记者22日从哈
尔滨机场获悉，由于疫情防控
工作需要，根据相关部门要求，
即日起，哈尔滨机场长途巴士
大庆往返哈尔滨线路、牡丹江
往返哈尔滨线路临时停运。

目前，所有机场长途巴士
线路均已暂时停运，恢复时间
另行通知。

哈尔滨机场
巴士线路
暂时停运

以下情况不宜接种新冠疫苗:

有惊厥、癫痫、脑病或精神疾病史或家族史者；患未控制的癫痫和其他进行性神经系
统疾病者，有格林巴利综合征病史者。

临床医师或接种工作人员认为不适合接种者。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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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办理电话
89682777
15504651777

声明
通知

注销
寻人

沁
园
茶
庄

沁
园
茶
庄

疫情不挡
茶香，冬季来
临，茶来袭。
沁园茶庄疫
情期间推出
几款特惠古
树茶。
普洱生茶：
邦葳纯料古
树茶、临沧南
迫古树茶、易
武正山老树
茶饼、老班章
普洱茶、布朗
山纯料饼、乔
木青饼、大雪
山生饼、千家
寨古树茶。
普洱熟茶：
班章金毫、南
糯山七子饼、
宫廷贡饼、景
迈老树茶、
07 宫廷散、
勐海大叶散、
糯香小坨。
联系电话:
13204518939
广告勿扰

普洱茶

生活报讯（记者周琳）充电10分钟，列车可
走30公里……22日，记者从哈尔滨市政府获悉，
哈尔滨新区智能轨道快运系统1号线项目（简称
智轨1号线项目）一期工程的宝能城站、世茂蓝屿
站、荷兰城站、北岸明珠站、东北虎林园站、富力
城站、省纪检干部学院站等7座站台主体建设完
工，造型独特的站台成为新区一道风景线。

据了解，哈尔滨新区智轨1号线项目全长
18.2公里，配车10列，单车满载307人，三节车厢
为一列。项目设车辆总段1座和站台建筑11座，
一期工程建设站台建筑7座。

11座站台分别为宝能城站、泰豪熙江悦站、
世茂蓝屿站、荷兰城站、北岸明珠站、商业大学
站、哈尔滨大剧院站、东北虎林园站、富力城站、

东北亚国际贸易中心站、省纪检干部学院站。自
西向东走向，途经世茂大道、松北一路、学海街至
中源大道。

新区“智轨”列车采用路中式行走，11座站台
也建在路中间。在首末站设有充电装置，充电10
分钟，列车续航里程可达30公里。“智轨”不依赖
钢轨行驶，而是通过车载各类传感器识别路面虚
拟轨道线路，将运行信息传送至列车“大脑”（中
央控制单元），根据“大脑”的指令，在保证列车实
现牵引、制动、转向等正常动作的同时，能够精准
控制列车行驶在既定“虚拟轨迹”上，实现智能运
行，即使在冬季冰雪覆盖路面，列车也能精准识
别路面虚拟轨道线路。为保证安全运营，新区的

“智轨”列车运行时都将配备司机。

生活报讯（记者于海霞）22日，记者从黑龙江省
省直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获悉，为进一步加强服务大厅
人员管控，减少人员交叉聚集，省直住房资金管理中
心将全面实行“网上办理+预约办理”。

建议缴存单位及职工通过网上服务大厅（www.
hljszgjj.org.cn）、12329热线、微信公众号“黑龙江省直
公积金”、手机App线上渠道查询或办理公积金业务。
窗口业务按照“非预约、不受理、不见面”原则，中心将
严格执行电话预约，按约定时间“一对一”办理。业务
受理采取“一办一消毒”方式，确保充足消杀时间。

省直缴存职工可在工作时间内拨打 12329、
87010491、51012329 进行预约登记，现场预约无
效。预约人员严格遵守预约时间办理，按照省市疫情
防控相关要求，佩戴口罩、配合工作人员进行扫码、测
温，方可进入大厅。业务办理期间，保持安全社交距
离。为保障服务大厅疫情防控安全，凡来自国内中、
高风险地区人员，不予接待。

省直公积金全面实行
服务窗口“网上+预约”办理

生活报讯（周晓舟 记者
栾德谦）22日 14时 56分，
北京朝阳站始发的G913次
列车抵达哈尔滨西站，京哈
高 铁 开 通 首 日 ，
CR400BF-G型复兴号动车
组顺利完成首趟正式运行，
CR400AF-G型复兴号动车
组也于当日16时16分抵达
哈尔滨，黑龙江省首次迎来
新型复兴号高寒动车组列
车，这也是复兴号动车组目
前到达的我国最北最寒冷的
地区，再一次刷新中国高铁
纪录。京哈高铁开通运营初
期，哈尔滨至北京间将安排
2 对复兴号高寒动车组开
行。

据了解，京哈高铁开通
后 ，增 开 CR400AF-G、
CR400BF-G型复兴号高寒
动车组列车，按时速300公

里运行。今年一季度铁路运
行图调整后，哈尔滨局集团
公司图定开行动车组列车达
103.5 对，配属动车组达94
组。

据铁路部门介绍，时速
350公里CR400AF-G复兴
号高寒动车组是复兴号家族
中的最“抗冻”的成员，拥有
耐低温、耐冰雪的“独门绝
技”，在零下40℃的极寒环
境下也能奔跑如常。为适应
高 寒 环 境 下 运 行 需 求 ，
CR400AF动车组使用的材
料、电气元件以及车体、转向
架、供风制动等系统部件均
进行了耐低温设计，并在密
封防雪防击打、水系统防冻、
冷凝水防治等方面采取技术
措施，使动车组具备了特殊
的“抗寒”性能。

图片由铁路部门提供。

生活报讯（实习生王一 记者何兴丽）今年大寒
开篇气温不走寻常路，全省大部分地区气温不跌反
升。但是冷空气也不会轻易善罢甘休，经过与暖空气
的较量，24日夜间到26日我省风雪交加，还将伴随着
降温。

预计未来几天全省气温偏暖，平均气温比历史同
期高 6 至 8℃。其中 24 至 25 日，南部最高气温
在-6℃以上，东南部可达0℃左右，会有冰雪冻融交
替现象。但毕竟是大寒时节，偏暖不会持续太久，冷
空气在积攒能量之后，24日夜间到26日全省自西向
东，有一次降雪、强降温、大风天气，大兴安岭有小到
中雪，局地大雪，其它大部地区阵雪。25-26日全省
风力5～6级，阵风7～8级。风雪过后，全省气温下降
8℃以上。哈尔滨市25日最高温0°C，28日最高温
降至-16°C。尤其是27日，哈尔滨市降温明显，最
高温从26日的-3°C降至-11°C。

刮风降雪降温组合来袭

28日哈尔滨市最高温
降至-1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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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福彩

体彩体彩

充电10分钟可走30公里

哈尔滨新区智轨1号线
一期7座站台主体建设完工

复兴号高寒动车组复兴号高寒动车组
开进哈尔滨开进哈尔滨
首次到达我国最寒冷地区 刷新中国高铁纪录

驶入哈尔滨西站驶入哈尔滨西站

旅客招手致意旅客招手致意

列车在哈尔滨西站列车在哈尔滨西站

红色为红色为CRCR400400AF-GAF-G型型
黄色为黄色为CRCR400400BF-GBF-G型型

生活报讯（实习生王一 记者李威兵）22日，记者
从省生态环境部门获悉，23日、24日两天，哈尔滨、绥
化地区仍然有污染天气。

23日至24日，哈尔滨、绥化空气质量以轻度到中
度污染为主，局地短时可能出现中度以上污染。25日
至29日，全省大部分地区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哈
尔滨、绥化空气质量以良-轻度污染为主。

今明两天
哈尔滨绥化仍有污染天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