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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约二维码

接种单位信息
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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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记者王秋实）过敏支气管哮
喘能打疫苗吗？白癜风能打疫苗吗？间质性
肺炎能接种吗？贫血能打疫苗吗？之前因出
差原因，第一针和第二针疫苗一同注射，听说
这种没有效果，该怎么办？连日来，针对疫苗

接种的情况，居民提出很多问题，对于自身是
否可以接种疫苗，接种后有哪些注意事项仍
然存在疑问。

29日，记者联系到黑龙江省疾控预防控
制中心免疫规划所副所长高士锐，他表示，近

期很多市民确实都在咨询。即日起，本报向
全省居民征集关于疫苗接种的问题，读者可
以扫右侧二维码进入生活报官方微信进行留
言提问，本报将相关问题整理好后，由省疾控
中心专家一一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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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这些地方
可预约接种新冠疫苗
各区县开通24小时咨询热线

生活报讯（记者周琳）记者从哈尔滨市疾控中
心获悉，按照哈市疫情防控指挥部部署要求，在全市
范围内增加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点，现将《哈尔滨市新
冠疫苗预防接种单位信息一览表》公示，请广大市民
通过“腾讯健康”小程序扫描二维码提前预约，有序接
种。为向市民提供权威、及时、详细的接种指导，将哈
尔滨市及各区、县（市）开通的24小时人工新冠疫苗
接种咨询热线公布。

生活报讯（记者张立）为了加快构建人群免疫屏障，阻断新冠肺炎疫情流行，按照“应种尽种、愿
种尽种、能种尽种”原则，哈尔滨市正在有序推进春季各类人群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针对疫苗接
种，日前，哈尔滨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发布了哈尔滨市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注意事项提示。

（一）接种前，应提前了解新冠肺炎、
新冠病毒疫苗相关知识及接种流程。通
过微信小程序“健康龙江服务平台”进行
线上预约生成二维码。

（二）接种时，需携带相关证件（身份
证、护照等）和出示线上预约生成的二维
码，做好个人防护（佩戴口罩等），配合现
场工作人员做好健康状况问询，如实提
供本人健康状况和接种禁忌等信息，按
照知情、自愿、免费接种原则签署知情同
意书。

（三）接种后，需在接种单位指定区
域留观30分钟；接种后3天内保持接种
局部皮肤的清洁，避免用手搔抓接种部
位；如发生疑似不良反应，应及时向接种
单位报告，必要时及时就医。

接种这几件事
你要知道

（一）既往发生过疫苗严重过敏反应
者(如急性过敏反应、血管神经性水肿、
呼吸困难等)。

（二）患有未控制的癫痫和其他严重
神经系统疾病者（如横贯性脊髓炎、格林
巴利综合征、脱髓鞘疾病等）。

（三）正在发热者，或患急性疾病，或
慢性疾病的急性发作期，或未控制的严
重慢性病患者。

（四）妊娠期妇女。

接种禁忌

（一）3个月内接种过免疫球蛋白
者。

（二）接种期间有发热、卡他等症
状者，待症状消除恢复健康后进行补
种。

接种缓种原则

（一）适用对象为18周岁及以上人
群。

（二）基础免疫程序为2剂次，间隔
28天-56天。上臂三角肌肌内注射，每
次接种剂量为0.5ml。

（三）接种操作过程严格按照《预防
接种工作规范》和疫苗说明书要求进行
操作，实施“三查七对一验证”预防接种
安全注射。

如何接种

（一）迟种补种：未按程序完成接种者，建议尽早补种。
免疫程序无需重新开始，补种完成相应剂次即可。

（二）与其他疫苗同时接种：暂不推荐与其他疫苗同时
接种。新冠病毒疫苗与其他疫苗接种间隔应大于14天。
当因动物致伤或外伤等原因需接种狂犬病疫苗、破伤风疫
苗、免疫球蛋白时，可不考虑与新冠病毒疫苗的接种间隔。

（三）不同种类新冠病毒疫苗替换：现阶段建议用同一
品种疫苗完成全程接种。如遇疫苗无法继续供应、受种者
异地接种等特殊情况，无法用同一品种疫苗完成接种时，可
采用相同种类其他生产企业的疫苗完成接种。

其他注意事项

（一）60岁及以上人群：60岁及以上人群为感染新冠病
毒后的重症及死亡高风险人群。根据临床试验数据显示，
该人群疫苗接种安全性良好，与18-59岁人群相比，接种
后中和抗体阳转率相似，提示疫苗对60岁及以上人群也会
产生一定的保护作用，建议接种。

（二）18岁以下人群：暂不推荐18岁以下人群接种。
（三）慢性病人群：慢性病人群为感染新冠病毒后的重

症及死亡高风险人群。药物控制良好，健康状况稳定的慢
性病人群不作为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禁忌人群，建议接种。

（四）育龄期和哺乳期女性：如果在接种后怀孕或在未
知怀孕的情况下接种了疫苗，基于对上述疫苗安全性的理
解，不推荐仅因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而采取特别医学措施(如
终止妊娠)，建议做好孕期检查和随访。考虑到母乳喂养对
婴幼儿营养和健康的重要性，参考国际上通行做法，哺乳期
女性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后，可继续母乳喂养。

特定人群接种建议

哈尔滨市发布提示

新冠疫苗接种 这些事要知道

接种新冠疫苗有疑问？

快来官微留言 本报帮您问专家

公众号 小程序 客户端

我省多个线上渠道
预约接种

生活报讯（记者周琳）29日，记者从省疾控中心
了解到，我省启动全民接种新冠疫苗工作，市民可通
过手机扫描二维码、省政府客户端等方式进行预约。

据悉，为方便黑龙江省居民网上预约接种，省卫
健委开发了全省疫苗预约接种系统，市民可通过手机
扫描二维码，或通过黑龙江省政府客户端、黑龙江省
政府小程序、健康龙江服务平台公众号、黑龙江省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微信公众号、腾讯健康小程序、支付
宝小程序、黑龙江省“全省事”旗舰店、极光新闻等互
联网服务端口进入全省新冠疫苗预约系统进行预约。

此外，为方便老年人预约，还将提供电话预约和
当面预约形式。届时，公众可通过“百度地图”或“高
德地图”查询临近接种点，就近预约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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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翔鹰拍卖有限公司接受委托以网络竞价的形式公开拍卖：
一、车辆丰田酷路泽5700、酷路泽4000、丰田陆巡4700、陆巡4500、雷克
萨斯470、丰田霸道、尼桑先马等。二、岫玉、家具、茅台酒等一批。

拍卖时间：2021年 4月7日上午9时
拍卖网址：http://paimai.caa123.org.cn
展样时间及地址: 2021年4月5-6日；标的物所在地。
竞买须知：有意竞买者请于2021年4月6日17时前携带有效证

件及2-5万元竞买保证金，到我公司办理竞买手续。（按现状拍卖，表
显里程仅供参考，竞买人在车况认可后方可报名参加竞买，拍卖成交
后因为车况概不退车）

咨询电话：13134502222

拍
卖
公
告

黑龙江岳华拍卖公司依法接受委托，于 2021 年 4 月 7 日上午 10:
00 时举行网络（https://paimai.caa123.org.cn）公开拍卖会，标的为尚
志市楼山水电站 5 年期经营使用权，参考价 76447.5 元/年，拍卖保证
金 5 万元。

拍品展示期及地点：4月1-2日、标的物所在地。
有意竞买者请于2021年4月6日16时前携带保证金（以资金到

账为准）、有效证件原件到哈市红旗大街180号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详情咨询:13115558758

拍
卖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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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公告
黑龙江天宇拍卖有限公司接受委托以网络竞价形式公开拍卖：标的1：

杨树约4242株，蓄积约444.97m3，实际数量以最后采伐为准，拍卖起拍价为
人民币壹拾柒万伍仟零壹拾肆元整（$175014.00）；标的2：杨树约11916株，
蓄积约 2176.72m3，实际数量以最后采伐为准，拍卖起拍价为人民币壹佰零
壹万玖仟壹佰贰拾捌元整（$1019128.00）；采伐时间为 2021年 5月 1日之前
采伐完毕。

展样时间、地点：即日起，标的物所在地。
请有意竞买者将竞买保证金每个标的 10万元于 2021年 4月 8日 15时

前足额存到黑龙江天宇拍卖有限公司指定账户（以资金到账为准），并于
2021年4月8日15时之前持有效证件原件（复印件）到黑龙江天宇拍卖有限
公司指定地点办理竞买登记手续，另收取报名文件费300元整。

拍卖时间：2021年4月9日上午9时
拍卖网址：https://paimai.caa123.org.cn
拍卖公司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阿什河街2-12号
拍卖公司电话:0451-87506868 13945694569
联系人：孙先生

分类广告
中缝声明
企业招聘

QQ/微信:80451

业务办理电话:
15504651777
89682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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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不挡茶香，
春季来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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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薛宏莉）
生态大省黑龙江，拥有广袤的
大森林、大湿地、大草原，为鸟
类提供了良好的栖息之所，是
我国候鸟迁徙的主要通道之
一。你知道吗？我省现有鸟
类390种。其中不乏珍稀濒危
鸟类，丹顶鹤、白头鹤、东方白
鹳、中华秋沙鸭、大鸨、黑嘴松
鸡、金雕等。每年春秋季节，
经我省迁徙的鸟类数量达千
万只。

近日，黑龙江省文化和旅
游厅推出以“北国春光 花开龙
江”为主题的春季旅游产品，
推荐17个春季观鸟游目的地，
邀你追寻空中精灵的身影，一
同叫醒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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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哈尔滨
太阳岛国家湿地公园

太阳岛融合了湿地、湖
泊、草地、灌木丛多种生态环境，
能观赏到的鸟种类非常多：每年春
季，绿头鸭、红头潜鸭、红隼等候鸟北
归，灌木丛中也许会有野鸡的身影，甚至
还能见到城区居民密集的地方难见的小
嘴乌鸦等鸟类。

最佳观鸟时间：4月中旬—5月中旬
可观赏鸟类：小嘴乌鸦、绿头鸭、红头潜鸭、

红隼

2.齐齐哈尔扎龙生态旅游区

扎龙国家自然保护区是世界上最大的芦苇湿
地，以丹顶鹤闻名于世，在这里栖息的野生丹顶鹤
种群数量约占全国的2/3、世界的1/3。每年4月至6
月，丹顶鹤、白头鹤、白枕鹤、大天鹅、小天鹅、大白鹭
等珍禽“悉数登场”。

最佳观鸟时间：4月—6月
可观赏鸟类：丹顶鹤、白枕鹤

3.齐齐哈尔龙安桥国家湿地公园

最佳观鸟时间：5月起
可观赏鸟类：丹顶鹤、白枕鹤

4.齐齐哈尔龙沙动植物园

最佳观鸟时间：全年
可观赏鸟类：大天鹅、黑天鹅、火烈鸟、丹顶

鹤

5.齐齐哈尔泰湖国家湿地公园

最佳观鸟时间：3月中下旬起
可观赏鸟类：白琵鹭、东方白鹳、大

天鹅等

6.齐齐哈尔百鸟湖景区

最佳观鸟时间：3月中下
旬起

可观赏鸟类：鹭、
白鹭、鸬鹚、东方
白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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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大庆肇源西海湿地公园

最佳观鸟时间：4月
可观赏鸟类：鹤、江鸥、野鸭、大雁

12.大庆鹤鸣湖湿地温泉风景区

大庆鹤鸣湖湿地温泉风景区是中国首家
“大型原生态湿地温泉”，景区内拥有3万亩
湿地草原、水域湖泊和郁郁葱葱的草甸。景
区内可观赏野鸭、鹤、白鹭等水禽在此翱翔、
觅食。

最佳观鸟时间：3月下旬至4月中旬
可观赏鸟类：野鸭、鹤、白鹭等

13.鸡西兴凯湖

中俄界湖兴凯湖是亚洲最大的淡水界
湖，是东北亚最大的候鸟迁徙驿站。兴凯湖
湿地内有白尾海雕、长耳鸮、苍鹭等世界重要
候鸟285种，中国国家一级保护鸟类9种、二
级保护鸟类41种。

最佳观鸟时间：4月起
可观赏鸟类：白尾海雕、丹顶鹤、东方白

鹳和雁鸭类

14.鹤岗嘟噜河湿地

最佳观鸟时间：4月下旬起
可观赏鸟类：东方白鹳、大雁、白鹭、苍

鹭、野鸭子

15.双鸭山乌苏里江国家湿地公园

最佳观鸟时间：5月—6月
可观赏鸟类：大雁、苍鹭等

16.伊春新青国家湿地公园

新青国家湿地公园是世界珍稀濒危鸟类
——白头鹤的重要栖息繁殖地，2009年被中
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授予“中国白头鹤之
乡”。

最佳观鸟时间：4月—5月上旬
可观赏鸟类：白头鹤、东方白鹳、白枕鹤、

大天鹅、苍鹭、大白鹭及雁鸭类等

17.伊春九峰山养心谷景区鹰鸮园

最佳观鸟时间：全年
可观赏鸟类：金雕、红隼、长尾林鸮、雕

枭、草原雕等

图片除特殊标注外，均由黑龙江省文化
和旅游厅提供

文须雀文须雀

7.佳木斯富锦湿地公
园

富锦国家湿地公园
所处的原始湿地，是东北
亚地区重要的水鸟迁徙
停栖地。其中，国家一级
保护野生动物有丹顶鹤、
白头鹤、东方白鹳等6种，
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
白枕鹤、大天鹅等28种。

最佳观鸟时间：4 月
—9月末

可观鸟种类：白 枕
鹤、苍鹭、大白鹭、野鸭等

8.佳木斯三江口国家
湿地公园

最佳观鸟时间：6 月
—9月

可观赏鸟类：东方白
鹳、白鹭、苍鹭、鸳鸯

9.黑龙江三江国家级
湿地自然保护区

最佳观鸟时间：5 月
—6月

可观鸟种类：白 枕
鹤、丹顶鹤、东方白鹳、大
天鹅、白鹭、斑嘴鸭等

10.佳木斯东风区

最佳观鸟时间：3 月
中旬至4月中旬

地址：建国镇圳江村
观雁台（建国镇中心校北
行）星火灌区管理站（白
房子）圳江村南 200 米江
堤西行

可观赏鸟类：大雁、
秋莎鸭、黑龙鸥、白尾海
雕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