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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具有完善的福
利薪酬体系，人性化的
管理制度，良好的工作
氛 围 ，舒 适 的 工 作 环
境。公司现有员工 40
余人，皆为本科及硕士
研究生学历，公司本着
追求卓越的精神，在选
聘 人 才 时 对 个 人 基 本
素质的要求较高，希望
有 识 之 士 能 够 加 入 公
司，共同创造公司的新
未来。

工作岗位一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人员

工作方向：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水保

验收、水保监测等水保咨询类
工作。

任职要求：
1、专业：水文与水资源工

程、水利水电工程、水土保持与
荒漠化治理、农业水利工程等。

2、从事过水土保持方案设
计及验收、防洪评价、排污口论
证、水资源论证、侵蚀沟小流域
治理设计等工作的优先考虑。

3、工作年限：3年以上
薪资待遇：
1、本科8万以上/年
2、研究生10万以上/年

工作岗位二
可研编写人员

工作方向：
项目建议书，项目可行性

研究报告，项目申请报告，资金
申请报告等编制工作。

任职要求：
1、具有可研编制的工作经

验，能够独立负责整个可研编
制的工作流程，如：搜集资料、
编写文本、参加专家评审、按照
专家要求修改等；负责过建筑
类或给排水、污水处理类项目
的编制工作。

2、专业：最好是建筑、给排
水、环境工程相关专业，其它专
业优秀者亦可。如：在规划
院、市政设计院、排水设计院、
建筑设计院、工程咨询公司等
单位有过工作经历者。

3、工作年限：3年以上
薪资待遇：
1、年薪12万以上/年

工作岗位三
给排水设计人员

工作方向：
方案设计、初步设计、施工

图设计
任职要求：
1、具有设计院的工作经

验，能够独立负责整个项目设
计的工作流程，如：搜集资料、
制定方案、沟通甲方、编制初
步设计文本、绘制图纸等；负
责过建筑给排水、市政给排水
项目的整体设计工作。

2、专业：给排水、环境工程
相关专业，其它专业优秀者亦
可。如：在规划院、市政设计
院、排水设计院、建筑设计院等
单位有过工作经历者。

3、工作年限：3年以上
薪资待遇：
1、年薪12万以上/年
福利待遇：
1、五险一金 2、节日福利

3、定期体检 4、员工旅游 5、
定期团建6、双休法休 7、免费
午餐 8、加班补助 9、年终奖金

联系人：李先生

13936680321联系
电话

生活报讯（实习生郝天朔 记者黄
迎峰）鸡西市滴道区一男子竟然打起了
公安机关警示牌的主意，欲偷盗后卖给
废品回收站获利。2日，该人刚得手就
被巡逻的民警抓获。

当天上午，鸡西市公安局滴道分局
巡防大队民警在兰岭乡平安村二队巡
查盗采途中，发现已关停的亚峰煤矿附
近，公安机关设立的两套打击非法盗采
国家资源的警示牌不见了。于是，巡防
大队民警上前查找，这时听到远处有敲
击金属的声音，民警循着声音一路追查
过去，发现亚峰关闭煤矿遗留院内的一

名男子形迹十分可疑，便上前对其进行
盘查，发现被偷盗的两套警示牌正藏匿
在该男子驾驶车辆的车箱内，民警当场
控制住了该男子。

经讯问，该男子名叫杜某某，家住
兰岭乡，其对偷盗公安机关警示牌的行
为供认不讳。民警向其询问盗窃缘由，
犯罪嫌疑人称，准备将偷来的警示牌卖
至废品回收站以此获利，不料被公安机
关逮个正着。

目前，巡防大队民警已将嫌疑人移
交至鸡西市公安局滴道分局兰岭派出
所，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这贼胆太大 竟偷公安警示牌
刚得手便被执勤民警抓现行

生活报讯（实习生郝天朔
记者黄迎峰）新冠疫苗成为近
段时间的热点话题，此时诈骗分
子也在蠢蠢欲动。最近，全国多
地有市民收到署名为“疾管中
心”的短信，称“新冠疫苗可预约
接种”，并附上了“预约链接”。
如果你收到类似信息，千万别
信，也不要点击里边的链接，更
不要填写个人信息。

这种短信其实是常见的钓
鱼网站式诈骗短信，诈骗分子冒
充官方机构发送“钓鱼网站”链
接，诱导事主进入钓鱼网站，进
而骗取事主姓名、身份证号、银
行卡账号、银行卡绑定的手机号

及密码（支付密码、短信验证码、
银行卡CVV码等）这5项基本
信息。如果骗子同时获取这5
项基本信息，事主账户内的资金
就会成为骗子的囊中之物。

面对此类诈骗，可以从链接
进行分辨。例如：短信内的链接
后缀是.cc，这根本不是国内的
域名后缀。此外，我们可能会接
到冒充其他各部门、各公司的钓
鱼短信，也不要点击其中的链
接。

哈尔滨市公安局提示您：如
有疑问，请及时拨打反诈热线
96345进行咨询，如不慎被骗，请
立即拨打110报警。

警惕 诈骗又出新手段！

“接种疫苗”短信藏钓鱼网站

生活报讯（实习生郝天朔记
者黄迎峰）近日，齐齐哈尔市依安
县公安局，仅用一天就成功破获
跨县区系列盗窃通讯基站设备
案。抓获犯罪嫌疑人6名，为企业
追回估值一百余万元的设备。

3月 19日，依安县某企业
报警，称公司两套设备被盗，价
值人民币10万余元。与此同
时，县局又陆续接到其他企业报
案，多处设备被盗，涉案金额数
十万元。

依安警方立即成立联合专
案组，经过协查发现，自2019年
8月起，齐齐哈尔龙沙、建华、铁
锋、昂昂溪、富拉尔基、梅里斯等
地，已发生多起类似盗窃案。经

大量工作，警方终于锁定嫌疑车
辆，而车辆注册人张某正是从事
相关行业。很快，涉案的6名犯
罪嫌疑人逐渐浮出水面，3月20
日，侦查员一举抓获闫某风、闫
某龙等全部6名犯罪嫌疑人，被
盗的50余件设备全部追回。

经讯问，嫌疑人闫某龙和闫
某风为父子关系，闫某风和张某
（作案车辆注册人）为亲表兄弟
关系，其他三名嫌疑人则是闫某
风的同事。6人自2019年8月
起至今，有分有合形成固定团
伙，分别在齐齐哈尔市多地区实
施盗窃。目前，警方已核实案件
29起，为相关企业挽回经济损
失百万余元。

“亲友组团”盗窃基站设备
警方追回百万元损失

生活报讯（实习生郝天朔 记者黄迎峰）
近日，牡丹江市公安局东安分局成功侦破一
起特大电信诈骗案件，涉案金额244万元，一
举打掉涉案平台公司1个，抓获犯罪嫌疑人
20人，扣押赃款8万余元，收缴违法所得112
万余元。

今年2月中旬，牡丹江市东安区一小区
居民申某向当地公安机关报警称，2020年12
月份，其在使用某境外社交平台的过程中，认
识了一名自称“李光”的男子，并添加为好
友。“李光”自称在柬埔寨生活，平时炒虚拟货
币，收入很可观，并答应带着她一起做收益。
申某信以为真，按照“李光”发送的链接下载
了一款手机APP。

2020年12月24日，第一笔款项打进了
对方账户里。在随后的几天，申某在平台上
看到自己投进去的钱“升值”很快，便着魔似
地不停打款。存款用完后又向亲友借钱、从

银行贷款，到今年2月初，申某先后汇款53
笔，总金额达244万元。

当申某想从平台取款还账时，几次变现
申请均无法实现，申某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于是到东安分局报警求助。经侦查员初步核
查发现，犯罪嫌疑人“李光”提供给受害人的
手机链接网址，在今年1月5日就已经被香港
联合交易所的官网公布为诈骗网站。从3月
初至月底，专案组先后辗转四省六地抓获犯
罪嫌疑人20名，一举侦破这起特大电信诈骗
案。

目前，20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东安分局依
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
中。

与“网友”炒虚拟货币
女子被骗244万
牡丹江警方抓获20人诈骗团伙

生活报讯（王暑剑 记者史天一）哈尔滨市一男子
专盯共享电瓶，一个月内盗窃了4块电瓶，涉案8000
余元。近日，哈尔滨市公安局南岗分局成功将该男子
抓获。

据警方介绍，前段时间接到辖区某企业负责人报
案，称其公司放在南岗区欧亚之窗附近的共享电瓶多
次被盗，共价值8000余元。据了解，被盗的共享充电
桩是给电瓶车充电的，电瓶在里面上了锁，嫌疑人将锁
撬开，偷走了里面的电瓶。

通过工作和走访，民警在监控视频中发现一名形
迹可疑的男子。经过进一步侦查，民警锁定了盗窃电
瓶的犯罪嫌疑人张某。随后，民警加大侦查力度，对中
心现场及周围主要道路监控进行检索，追踪到了犯罪
嫌疑人张某的行踪，经过两天两夜的坚守，1日，在通
达街附近抓获张某并起获被盗电瓶4块，价值8000余
元。

经讯问，张某对多次盗窃某企业电瓶的犯罪事实
供认不讳，该犯罪嫌疑人已经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
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哈尔滨南岗区欧亚之窗附近

男子专偷共享电瓶
涉案8000余元

诈骗短信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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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福彩

4月6日晚，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
游戏进行第2021036期开奖。本期
双色球红球号码为 01、02、06、11、
21、26，蓝球号码为11。

本期双色球一等奖中出12注，单
注奖金为669万元。这12注一等奖

花落10地：天津1注，河北1注，内蒙
古1注，福建2注，山东1注，海南2
注，四川1注，云南1注，陕西1注，新
疆1注。

本期二等奖中出137注，单注金
额18万元；六等奖中出901万注。

本期全国销量为3.65亿元，为国
家筹集公益金1.31亿元。计奖后，双
色球奖池金额为5.45亿元，下期广大
购彩者将继续有机会2元中得1000
万元。

据福彩双色球微信公众号

双色球开奖：

头奖12注669万元 筹集公益金1.31亿元

3 月 25 日晚，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第
2021031期开奖，当期全国开出一等奖12注，
其中，1注花落安徽。安徽这注大奖出自马鞍
山市博望区金融广场正对面的福彩第
34050191号福彩站，该站点一彩民以一张10
元5注的单式号码票中得1注一等奖，揽金
595万余元。

3月29日上午，大奖得主张先生（化姓）
和家人一起来到安徽省福彩中心，淡定地兑取
了大奖奖金。

据了解，张先生是一位生意人，今年50多
岁，购买福彩已有十几年了，尤其喜欢福彩双
色球，几乎每期都买，每期的购彩金额都在20
元左右。

张先生在领奖时说：“买双色球是我的一
个爱好，每期的投入不多，但还是蛮有乐趣
的。我的购彩习惯是，蓝球坚持自选，红球基
本机选，也偶尔选3个红球，中大奖主要靠运
气。我这次就是自己选了3个红球和1个蓝
球，其他3个红球号码机选的，运气轮到我了，
就中了。在这次中大奖之前，我中过几次200
元的奖，那时也是很开心的。”

张先生是在开奖当晚通过手机查询得知
自己中了奖的，但是不敢确认中了几等奖。

张先生在整个领奖过程中表现得很平静，
对于奖金的使用也没有具体规划。他说：“中
大奖是个意外，没中的时候觉得难以想象，中
了之后也就不过如此。还是要以平常心对待，
我的生活和事业也不会因此有太多改变。有
点运气而已，也仅此而已。”

据福彩双色球微信公众号

老彩民10元击中双色球595万元大奖

作为一名双色球彩民，
无论经验多少、无论中奖与
否，你一定思考过这样的问
题：是机选容易中奖，还是自
选容易中？难道买得越多、
买得越久就更容易中奖？为
什么别人很容易中，而我却
并不如意？

众所周知，每一注双色
球号码的中奖概率都是一样
的，选择哪种投注方式都没
有本质区别，更没有什么中
奖捷径。我们身边并不罕见
一鸣惊人的新手，但更多的
还是滴水石穿的老手，这也
许就是概率游戏的魅力——
有好运，更有坚持。

第2021026期的大奖得
主之一，山西彩民冯先生就
是幸运者代表，90后的他“彩
龄”还不到半个月，仅凭借一

张8+1的复式票，一举收获
了511万元。而来自江西的
彩民陈先生也是这样一位幸
运者，购彩不到一年的他，仅
花费了 6 元钱便收获了第
2021017 期的 895 万元大
奖。

相较于他们，更多的朋
友则是在默默坚持中等候自
己的幸福时刻。而一个双色
球大奖，无疑是对这种坚持
最好的回报。

在双色球的购彩过程
中，无法预知自己的幸运何
时降临，但我们可以在坚守
中慢慢等待幸福，守护一份
梦想。幸运有早有晚，但只
要我们不轻言放弃，多一次
尝试，也就多一次拥抱幸福
的机会。

据浙江福彩资讯公众号

机会属于幸运者
更属于那些坚持的人

哺乳期如果必须服用药
物，宝妈一定要遵循医嘱足量、
足疗程应用药物，否则药物不
仅达不到治疗的目的，还容易
导致病情反复。比如，有些宝
妈得了哺乳期乳腺炎，吃了几
天抗生素，体温正常就不再继
续服药了。其实治疗乳腺炎的
疗程是 10-14 天，疗程不足或
药量不够没有把细菌“彻底消

灭”，容易导致乳腺炎反复发
作。

最后，提醒广大哺乳期妈
妈，不可盲目服药，更不可硬
挺，一定要在专业医生或药师
的指导下服药。需要注意的
是，对于那些不必停母乳的药
物，宝妈可以通过调整服药时
间和喂奶时间来把药物对宝宝
的影响降到最低。在服药期间

多喝水，哺乳之后马上服药或
者在宝宝最长的一次睡眠之前
服药，这样距离下一次哺乳时
间间隔比较长，可以降低药物
对宝宝的影响。

此外，一些外用的眼用制
剂、外用药膏、阴道栓剂、洗剂、
膏药等局部用药，药物进入血
液循环量非常少，哺乳期妈妈
可以放心使用。

问题3：哺乳期妈妈可以通过减量服药减少对宝宝的影响吗？

生活报讯（孙丽 霞叶鸿 记者周琳）33岁
的小玲刚生完宝宝一个多月，最近着凉感冒了，
这可难坏了她，不吃药挺了两天迟迟不见好，吃
药又怕药物会通过乳汁影响宝宝。无奈之下，
她请教了哈尔滨市红十字中心医院药剂科医
生，究竟该不该用药？

“所有药物都是一把双刃剑，既有正作用也
有副作用。有些哺乳期妈妈担心药物的副作用
对宝宝有害，生病了硬挺，坚决不吃药，这样是
不可取的。”哈尔滨市红十字中心医院药剂科药
师范萍介绍，哺乳期妈妈口服药物后，药物在胃
肠道崩解，经胃肠道吸收到血液中，再分布到乳
汁里，经过层层“关卡”，乳汁中药物剂量通常是
非常低的，有些药物即使通过乳汁进入宝宝体
内，也会受胃酸影响而失去活性，所以哺乳期妈
妈生病了可以选择服用适合的药物。

春季气温波动较大，是许多疾病发病高峰
期，这时候，哺乳期妈妈最易患的疾病是感冒。
很多宝妈感冒了会选择复方感冒药，而这样的
感冒药并不适合哺乳期妈妈。复方感冒药的成
分并不单一，不是所有宝妈感冒都有这些药物
对应的症状，容易造成过度用药，像复方感冒药
里面常有的成分——伪麻黄碱和氯苯那敏，容
易减少乳汁分泌，影响宝宝的“口粮”。那么，哺
乳期妈妈感冒了服用什么药物呢？范萍表示，
感冒是自限性疾病，宝妈需要对症选药，并保证
充足的睡眠。鼻塞用海盐水洗鼻子，必要时可
以选择服用氯雷他定；喉咙干痒可以淡盐水漱
口；祛痰可以用氨溴索；镇咳在医生指导下使用
右美沙芬。

一些哺乳期妈妈提出了一些用药疑问，范
萍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整理总结。

感冒是由感冒病毒引起
的，虽然很多感冒的伴随症状
是喉咙痛，但并不是说感冒就
必须服用抗生素。抗生素是对
抗细菌的，对感冒无效，只有当
感冒合并细菌感染的时候才可

以在医生指导下服用抗生素。
哺乳期妈妈常见病，如哺乳

期乳腺炎、尿路感染等需要用抗
生素治疗，头孢类或青霉素类抗
生素对于哺乳期妈妈来讲都是
相对安全的，不必停母乳。妈妈

只需用心观察宝宝是不是有腹
泻这样的胃肠道反应，通常如果
宝宝有轻微腹泻的不良反应，影
响不大；如果宝宝出现严重腹
泻，那么宝妈就需要咨询医生进
行药物调整或者停止哺乳。

问题1：哺乳期妈妈感冒了，嗓子疼，可以服用抗生素吗？

每种药物根据各自的特点
都不相同，这需要根据药物的
半衰期来计算。药物的半衰期
是指药物在人体内血浆中浓度

下降一半需要的时间，在药品
说明书上的药代动力学里能找
到这个参数，一般认为停药后
的5个半衰期之后就可以恢复

哺乳。
如果药物的半衰期是4小

时，4×5=20，那么停药后再过
20小时就可以恢复哺乳。

问题2：如果服用了必须停母乳的药物，停药后多久能恢复哺乳？

哺乳期感冒 宝妈吃药or硬挺看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