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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记者赵政
府）记者从省发改委获悉，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
的国内成品油调价信息，自
19日0时起，我省汽、柴油
价格（标准品）每吨分别提
高275元和265元。

调整后，89 号汽油最
高零售价格为每吨 7910
元，0号柴油最高零售价格
为每吨 6940 元。成品油
生产经营企业供国家储
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用
汽、柴油价格分别为每吨
7180 元和 6210 元；供渔
业、林业、农垦用汽、柴油
供应价格暂按供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用油价格执行；
相关价格联动及补贴政策
按现行规定执行；其它相
关成品油价格政策按《石
油价格管理办法》规定执
行。

记者获悉，这是国内油
价七连涨。业内人士算了
一笔账，按一般家用汽车油
箱50升容量估测，加满一
箱92号汽油，将多花10元
左右。

生活报讯（记者栾德谦）18日
下午，记者从哈尔滨机场了解到，春
节黄金周期间，哈尔滨机场共保障
航班 754架次，运送旅客 7万余人
次。

据介绍，受疫情影响，以及“就
地过年”的倡议，哈尔滨机场客流量
出现大幅下将，黄金周前三天较往
年大约下降了90%。随着黄金周的

结束，哈尔滨机场客流稳步上扬，初
四为1.1万人次、初五为1.6万人次，
初六达到2.4万人次，从哈尔滨飞往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西安、成都
等城市的航班客座率达到70%。

据了解，为确保旅客安全顺利
出行，哈尔滨机场严格落实“扫码、
测温、消毒、通风”等常态化疫情防
控措施，持续做好航站楼、摆渡车

等公共空间的消毒通风，重点对电
梯、自助值机设备、座椅、手推车、
轮椅、安检筐等旅客使用的设施设
备进行多频次消杀。同时，哈尔滨
机场突出老年人、无成人陪伴儿童
等群体为保障重点，在进出港扫码
处设立了“人工登记服务台”，为无
法使用智能手机、无健康码的老年
旅客等特殊人群提供专项服务，并

协助进行信息申报。在候机大厅
增设流动问讯岗，增加志愿者服务
人员，开设特殊旅客绿色通道，为
老弱病残孕等特殊旅客优先办理
乘机手续，引导登机。在高峰时期
加强保障人员力量，提高保障标
准，通过增开值机柜台、安检通道，
缩短旅客排队等候时间，为广大旅
客提供安全便捷愉悦的出行体验。

生活报讯（记者李丹）根据
气象部门预报，哈尔滨市城区于
2月17日凌晨迎来新一轮降雪，
伴有5-6级风与道路结冰现象。
为了让居民度过干净整洁的春节
假期，同时保证假期结束复工后
早高峰交通的顺畅，市清冰雪办
按照节日期间清冰雪工作应急部
署，坚持“以雪为令，即下即清”
的原则，迅速组织各区于2月17
日正月初六开启清冰雪工作。树
立“小雪当大雪清”的工作理念，
针对道路结冰的特点，克服风力
大，能见度低的实际困难，出动滚
刷车辆，集中清理行车道积雪。
同时要求清冰雪作业人员做好安
全防疫措施，坚决打赢本次清冰
雪战役。

本次清雪工作中环卫系统工
作人员在合家欢乐的春节假期迎
战风雪，不怕吃苦不畏艰难，力争
为城区居民创造一个整洁祥和的
春节环境。同时市清冰雪办强调
清冰雪作业的精细化水平，提高
工作效率，加强作业组织统筹，合
理调配人员、机械作业时间和班
次，发挥作业力量的最大效能，提
升降雪的清理及拉运速度，保证
车辆运力，歇人不歇车，确保降雪
期间早高峰通行顺畅。

截至18日7时,全市出动清
冰雪作业人员近27000余人次，
清冰雪机械设备2800台（套），拉
运车辆5000余车次。由于准备
充分、清理及时，我市主次干道已
全部清运完毕。

春节后迎瑞雪
冰城开启清冰雪模式

生活报 18 日讯（记者栾德
谦）记者从哈尔滨城市通公司获
悉，18日起，哈尔滨城市通客服中
心恢复正常营业,但呼兰区客服

分中心营业时间另行通知。
据介绍，目前哈尔滨城市通客

服中心大多已恢复正常营业，但仍
建议市民线上办理相关业务。

哈尔滨城市通客服中心
大多恢复正常营业
仍建议线上办理相关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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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记者栾德
谦）18日，记者从多个公
交车队了解到，19日起，部
分途经哈尔滨市利民开发
区公交线路将恢复运营。
具体如下：

18日，记者从哈尔滨
市公交213车队了解到，
19日首车起，哈尔滨市公
交 211、212、213、219、
223、225、226 路恢复运
营。

与此同时，记者从哈
尔滨市公交郊6路车队了
解到，目前，哈尔滨市公交
230路、郊6路等线路暂未
收到恢复开通通知。

此外，哈尔滨市阿城
公交 601 至 603 路等线
路，此前已恢复通行。

油价七连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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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机场前三天客流量哈尔滨机场前三天客流量
较往年约降九成较往年约降九成

春节期间响应“就地过年”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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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实习生王一 记者何兴
丽）18日，我们迎来雨水节气，但是春天
的气息依旧有些“微弱”。19日，我省依旧

会出现降雪天气，好在气温会有所回升。
随着雨水节气的到来，我省各地加

快了升温的步调，19日将达到本轮升温

的顶点，最高气温将达到0℃左右。我
省南部地区要特别注意冻融交替，小心
房檐处的冰溜子。

之后，我省大部又将迎来一场降雪
天气过程。北部地区有中雪，局地将有
大雪。

今日我省气温回升 但是降雪又要来了

生活报讯（实习生王一 记者李
威兵）省生态环境厅2月18日通报，
2月11日-17日（春节期间）我省空
气质量为良（AQI：65），同比2020年
春节期间空气质量良（AQI:89），下
降27.0%。其中，2021年除夕空气质
量是近六年最严重的，初三至初六空
气质量为近六年最好。未来七天，哈
尔滨、绥化地区空气质量一般，20日
至21日或有短时重度污染。

据通报显示，全省平均空气质量
优良率71.4%（2月11日和12日全省
为轻度污染），同比升高14.3个百分
点。首要污染物为PM2.5，平均浓度
为42μg/m3，同比下降23μg/m3，
降幅为35.4%。全省13个城市中，有
9个城市除夕和初一空气质量达到重
度及以上污染级别，其中7个城市达
到严重污染级别，烟花爆竹燃放对我

省城市空气质量影响明显。2021年
除夕空气质量是近六年最严重的，初
一污染情况仅次于2020年，初三至
初六空气质量为近六年最好。

从区域上看，我省西南部地区
（哈尔滨、大庆、绥化、齐齐哈尔），哈
尔滨、大庆、绥化3个城市空气质量
为良，齐齐哈尔为优。其中，省会城
市哈尔滨AQI值为68，空气质量为
良，首要污染物为PM2.5，平均浓度
为46μg/m3；绥化为区域内污染最
重城市，AQI值为71，PM2.5平均浓
度为50μg/m3。西南部地区PM2.5
浓度为36μg/m3，与去年春节期间
相比下降58.1%。

东部地区（牡丹江、佳木斯、鸡
西、双鸭山、七台河、鹤岗），牡丹江空
气质量为轻度污染，其他5个城市均
为良。牡丹江为区域内污染最重城

市，AQI值为 124，PM2.5平均浓度
为 95μg/m3。东部地区 PM2.5 浓
度为58μg/m3，与去年春节期间相
比，上升3.6%。

西北部地区（伊春、黑河、大兴安
岭）全部为优。区域内PM2.5浓度为
20μg/m3，与去年春节期间相比下
降61.5%。春节期间全省PM2.5浓
度排名中，大兴安岭浓度最低，牡丹
江最高。大兴安岭、黑河等10个城
市PM2.5浓度同比改善，牡丹江、七
台河和鸡西PM2.5浓度同比变差。
改善幅度最大的城市为大兴安岭，
变差幅度最大的城市为鸡西。

19日-21日，北部地区扩散条
件良好，南部地区扩散条件一般，
其中，20日至 21 日，哈尔滨、绥化
扩散条件较差。北部地区空气质
量以优-良为主，南部地区空气质

量以良-轻度污染为主，其中，20
日至 21日，哈尔滨、绥化空气质量
以轻度-中度污染为主，短时可能
出现重度污染。首要污染物为
PM2.5。

22日-23日，全省大部分地区
扩散条件较好，其中，哈尔滨、绥化
扩散条件一般。全省大部分地区空
气质量以优-良为主，其中，哈尔滨、
绥化空气质量以良-轻度污染为
主。首要污染物为PM2.5。

24日-25日，北部地区扩散条
件良好，南部地区扩散条件一般，其
中，哈尔滨、绥化扩散条件较差。北
部地区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南部
地区空气质量以良-轻度污染为主，
其中，哈尔滨、绥化空气质量以轻
度-中度污染为主，短时可能出现重
度污染。首要污染物为PM2.5。

初三至初六

我省空气质量为近六年最好
20日至21日哈绥或有污染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