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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实习生王一 记者何
兴丽 李威兵）近日，我省降雪接连
不断，雪后降温也是家常便饭。即
便我国多数地区都出现了回暖迹
象，未来两天，冰城气温仍维持较
低，甚至还有进一步下降的趋势。

最近全国大部地区都在经历
“穿越式”大回暖，我们也跟着凑了
一把热闹。20日，我省最高气温基
本都在-10℃以上，当然，暖空气不
会一直眷顾我省，21日11时，冰城
气温还维持在-10℃左右。13时，
温度稍微回升，-8.3℃。但是，冷空
气一来，气温立马下降。

21日夜间到22日白天：大兴安

岭北部、齐齐哈尔南部、大庆、绥化
南部、哈尔滨西南部多云，其他地区
多云有阵雪。

22日夜间到 23日白天：佳木
斯、双鸭山、七台河、鸡西、牡丹江阵
雪转多云，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

23日夜间到24日白天：齐齐哈
尔南部、大庆、绥化南部、哈尔滨南
部多云转阵雪，其他地区晴有时多
云。

21日，经省生态环境部门与省
气象部门会商，基于现有环境空气
质量实时监测、大气污染过程模拟
分析结果，预计未来7日全省空气质
量变化情况如下：

2月22日-23日，全省大部分
地区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其中，
23日哈尔滨、绥化空气质量以良-
轻度污染为主。首要污染物为
PM2.5。

2月 24日-26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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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地短时可能出现重度污
染。首要污染物为PM2.5。

2月 27日-28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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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省降雪接连不断 气温呈下降趋势呈下降趋势

生活报讯（记者王萌）21日，气象部门发布
预警信号后，省应急管理厅发布预警提示：今明两
天有降雪，冻融交替道路结冰，注意出行安全！

省气象台21日10时40分提前发布道路结
冰黄色预警信号：预计21日夜间到22日夜间，全
省大部受降雪影响将出现对交通有影响的道路结
冰。另外，南部地区局地可能出现冰雪冻融交替
现象和高空坠冰。

省应急管理厅发布预警提示：

今天有降雪
冻融交替道路结冰

生 活 报 讯（记 者薛宏
莉）20日，记者从哈尔滨融
创雪世界获悉，21日雪世界
将恢复营业，8条不同坡度雪
道、15000平方米超大戏雪
区全面开放。为维护安全、
健康的娱雪环境，雪世界严
格执行防疫防控措施，雪服、
雪具“一客一消”，公区每两
小时进行擦拭消毒，所有设
备设施全面消杀做到无死角
全覆盖。

据了解，为了带给游客
更好的娱雪体验，哈尔滨融创
雪世界进行了一次“封闭式”

“全覆盖式”的换雪升级，本次
造雪面积60000平方米，造
雪量近25000万立方，严格
遵循水雪转换1:2.2的优质
比例，雪质达到A级，雪道及
娱雪区全部雪道焕然一新。

恢复营业初期，融创雪
世界还推出了开年惠民福
利活动。

“全覆盖式”换雪升级
雪具雪服“一客一消”

哈尔滨融创雪世界
恢复营业

生活报讯 (张宇 记者黄
迎峰) 20日，受降雪影响，伊
春市降雪厚度达到60毫米，
部分道路交通严重受阻。伊
春市森林消防支队立即启动
应急预案，快速出动100名
指战员、9台车辆，携带风力

灭火机、便捷式扫雪机等装
备和清雪工具150余件（套）
前往火车站执行救援任务。
经过连续 4 个多小时的奋
战，清理积雪1500平方米，
清运积雪120立方米，帮助
过往旅客180余人次。

伊春突降大雪伊春突降大雪

消防员四小时清雪消防员四小时清雪15001500平方米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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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记者薛宏莉）二三月份，冰城滑雪
正当时。由哈尔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与生活报
社联合发起的“爱在冰城滑雪时”随手拍短视频、
图片大赛也在火热进行中。寻雪、逐雪、踏雪、玩
雪……滑雪爱好者们纷纷用手机记录下在冰城各
大滑雪场乘风驭雪的欢乐和满满幸福。

本次活动以宣传哈尔滨冰雪旅游资源、提升
城市影响力和美誉度为主线，展现冰城魅力，让更
多人了解冰城，爱上冰城滑雪时。这还是一次以

“市民视角”“游客视角”对哈尔滨滑雪旅游资源、
冰雪旅游资源的集中展现。据了解，每年二三月
份，全国冰雪旅游已接近尾声，可哈尔滨因为气温
低、雪期长、雪质好的自然优势，依旧会吸引很多
滑雪爱好者。

这几天，零下几度的气温，让亚布力滑雪旅游
度假区的雪质变得非常松软，特别适合滑雪爱好
者乘风驭雪，也由此吸引了一大波滑雪发烧友和
小雪友。12岁的张敬邦已是第二次来滑雪了。“在
雪道上滑行，感觉自己特别酷。”他还告诉记者，最
喜欢的就是亚布力二月的天空，“特别蓝，天高云
阔，非常漂亮”。由于在冬令营里不能带手机，张
敬邦便让老师帮他拍了几张美景留念。当听说生
活报举办随手拍大赛后，他俩就把照片作为参赛
作品发了过来，想要和更多人分享亚布力的美。

“你看，这是清晨压雪机压过的雪道，一条条
的‘面条雪’在朝阳映衬下，多漂亮啊！”市民邱先
生也发来了在亚布力滑雪时拍的照片。他说，每
年初春都会到亚布力滑雪，这个时候气温适宜，雪
质松软，滑起来特别舒适。而且既能看到山顶壮
丽的冰雪美景，也能玩转亚洲最长的高山雪道，特
别嗨。

21日，升级“大换雪”的哈尔滨融创雪世界也
迎来了恢复营业后的第一波客人。弹性十足的

“面条雪”，让滑雪爱好者玩得酣畅淋漓。市民王
女士是第一波带娃来畅滑的游客，她也用手机记
录下了游客们乘风驭雪的快乐。“都说独乐乐不如

众乐乐，家门口这么好的滑雪资源，一定得分享给
更多人看。”

扛起雪板，驭雪“飞”翔，体验风驰电掣的感觉
……这就是滑雪的乐趣。目前，“爱在冰城滑雪
时”随手拍短视频、图片大赛仍在火热进行中。只
要您将在冰城各大滑雪场畅游时拍下的图片或短
视频作品发送给我们，就有机会通过龙头新闻客
户端等渠道进行展示。

还等什么，赶紧拿起手机，参加我们的活动
吧！“爱在冰城滑雪时”随手拍短视频、图片大赛，
因为有你更精彩！

“爱在冰城滑雪时”随手拍大赛火热进行中

一段视频 一张图片
记录乘风驭雪的满满幸福

生活报讯（记者郭登攀）中央
农办、农业农村部日前印发《关于
通报表扬2020年全国村庄清洁行
动先进县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对全国106个措施有力、成
效突出、群众满意的村庄清洁行动
先进县予以通报表扬。哈尔滨市
方正县、黑河市爱辉区、伊春市铁
力市榜上有名。

《通知》指出，2018年 12月，
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等18个部

门联合印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村庄清洁行动方案》。两年多来，
各地采取有效措施、迅速组织推
进，动员近4亿人次，全国95％以
上的村庄开展了清洁行动，绝大
多数村庄实现干净整洁有序。村
庄清洁行动成为圆满完成《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目
标任务的有效抓手，为农村地区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提供了有力支
持。

我省3县区入选
全国村庄清洁行动先进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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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记者吕晓艳）21
日，记者从哈尔滨市教育局获悉，
按照省教育厅关于2021年春季学
期开学时间安排，市各级各类学
校、幼儿园采取分期分批、错时错
峰的开学方式，高中（中职）毕业年
级3月3日开学，高中（中职）非毕
业年级、初中、小学、幼儿园3月11
日开学。

3月3日（周三）哈尔滨市高中
（中职）毕业年级经各区县（市）教
育部门联合卫健、市场等相关部门
核验合格后，有序按时开学。

3月11日（周四）起，全市高中
（中职）非毕业年级、初中、小学、幼
儿园经各区县（市）教育部门联合
卫健、市场等相关部门核验合格
后，有序开学、开园。同时，各地、

各类学校要做好延迟开学和线上、
线下教学两手准备。

校外培训机构按教育部和省
教育厅专项整治要求，以市防疫指
挥部第22号公告解除时间为准，
经属地教育部门联合卫健、市场等
相关部门核验合格后，不早于3月
11日（周四）可有序开展相关培
训。

哈尔滨发布中小学开学时间

高中（中职）毕业年级3日
中小学幼儿园 11日

生活报讯（记者张立）21日，记者
从哈尔滨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指
挥部办公室获悉，自2021年2月18日
零时，哈尔滨市全域已降为低风险。
为加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经专
家评估，市指挥部决定，自 23日零时
起，哈尔滨市经营证照齐全、符合防控
要求的电影院、小旅店、咖啡厅可有序
恢复开放。

各经营主体要按照国家和省市有
关规定，落实落细各项疫情防控措施。
开业前，要制定完善疫情防控常态化工

作方案和应急预案，并对经营场所进行
全面消毒；营业中，要严格按照属地防
疫指挥部统一部署，在行业主管部门和
卫生防疫部门监督指导下，做好疫情防
控工作。

（一）电影院。严格实施预约、限
流、错峰观影，实行网络预约售票，每
场的上座率不超过50%；预约未达到
限额时，可实行现场售票。进入电影
院人员必须扫码、测温、全程佩戴口
罩，影厅每场放映后要全面消毒一次，
不同影厅错时排场，电影放映期间不

得饮食。
（二）小旅店。工作人员工作期间

必须佩戴口罩，对入店顾客测体温、扫
码，全程佩戴口罩，保持1米以上安全距
离。客房重复使用的公共用品用具需

“一客一用一消毒”。前台设置1米线，
提醒客人保持安全距离。保持室内通
风良好，及时清理垃圾。保持大堂、前
台、客户走廊等公共区域环境整洁，每
日消毒不少于3次。

（三）咖啡厅。工作人员工作期间
必须佩戴口罩；对入店顾客测体温、扫

码，除就餐、饮水时，全程佩戴口罩，保
持1米以上安全距离。每桌每批次顾
客用餐后立即对桌椅进行消毒，间隔时
间不少于 10分钟。保持室内通风良
好，每日消毒不少于3次。收银台、吧
台设置 1米线，提醒客人保持安全距
离。各区县（市）、各行业主管（监管）部
门要切实加强日常监管，对准予复工复
业的经营主体，在日常经营过程中，未
按照评估规定要求经营，或擅自降低防
控标准的，要督促其立即整改，达不到
防控要求的要予以关停。

明起哈尔滨符合防控要求的

电影院 小旅店 咖啡厅有序开放

生活报讯（记者李威兵）21
日，记者从省生态环境部门获悉，
3月1日起，《排污许可管理条例》
将正式施行，条例的一大亮点是
对排污单位的主体责任作出了明
确要求。

例如，排污单位要按照生态
环境管理要求运行和维护污染防
治设施、建设规范化污染物排放
口，依法开展自行监测并保存原
始监测记录，重点管理的排污单
位需要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监控
设备联网，原始监测记录与环境

管理台账保存期限均不得少于5
年。

目前，我省基本实现固定污
染源排污许可全覆盖，较国家要
求提前 32 天。全国共计发证
34.1万余张，对250万余家企业
进行了排污登记，管控大气污染
物排放口155.1万个、水污染物排
放口114.8万个。

省生态环境厅提出，下一步
要严格贯彻《排污许可管理条
例》，不折不扣落实排污许可制
度，探索实行“一证式”管理。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下月起实施

我省基本实现
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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