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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庆伟在哈尔滨市检查指导疫情防控工作时强调

以最快速度阻断疫情传播链条

专家学者交警共议破解停车难
专家来支招：适当减少黄道牙 改造透绿停车位
交警出良策：优化禁停时限 适时取消禁停

A叠：要闻·文娱·体彩 今日彩票中奖号码刊发在A08版 每份1元 发行服务质量监督热线：（0451）84657610 84671553 读者纠错热线：84652201

主管/主办：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 出版：生活报社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23—0017 代号：13—37 总第11519期 今日12版

记 录 时 代 风 云 推 动 社 会 进 步

2021/9/27
星期一

辛丑年 八月廿一

破解冰城停车难系列报道 P AA0909、、1010

0202A

哈市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结束

10748名未检测人员变“““““““““““““““““““““““““““““““黄码黄码黄码黄码黄码黄码黄码黄码黄码黄码黄码黄码黄码黄码黄码黄码黄码黄码黄码黄码黄码黄码黄码黄码黄码黄码黄码黄码黄码黄码黄码”””””””””””””””””””””””””””””””抓紧补检
0202A

为国家输送28万优秀毕业生

黑龙江大学
迎80年校庆
AA0808

AA0303

王王曼昱曼昱
全运会继女单后
搭档车晓曦女双夺冠
AA1212

记者探访哈市部分封闭小区

网购物品得经4道消毒关
独居老人有专门管家

再摘金再摘金
AA0303

新闻热线

2021·9·27 星期一 本版主编 孙堃 编辑 薛莹 版式 倪海连

A08身边 13836027636

社址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1号 邮政编码 150010 生活报电话：广告部（0451）84691043 84652819 承印：黑龙江龙江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生活报讯（记者李威兵）26日，
生活报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本
周，我省大部地区以阵雨天气为
主。10月1-3日，中北部及东南部
山区将出现霜或霜冻。27日中北部
地区、28日西部地区有4～5级风，
局地阵风6～7级。近期昼夜温差较
大，请适时增减衣物。

预计9月26日-10月3日，我省
大部地区以阵雨天气为主，其中大
兴安岭部分时段有雨夹雪或雪，齐
齐哈尔、大庆、绥化西部累计降水量
为 3～8毫米；其他地区 10～25 毫
米，局地25～40毫米。26-28日气
温波动较小，28日-10月3日气温明
显下降，10月1日早晨，黑河、逊克、
五营最低气温将下降至0℃、乌伊
岭-1℃，将出现霜冻；孙吴、五大连
池、北安、嘉荫最低气温2℃左右，有

霜或轻霜。10月2日、3日早晨齐齐
哈尔北部、绥化北部、伊春中南部及
东南部山区最低气温在0～2℃，将
出现霜或霜冻。

27日白天，哈尔滨市多云有阵
雨，西南风3～5级，最低气温10～
14℃，最高气温17～20℃。27日夜
间至28日白天：全市多云转晴，西南
风3～5级，最低气温6～10℃，最高
气温20～22℃。28日夜间至29日
白天：全市多云转阵雨，偏南转西北
风 3～4级，最低气温8～11℃，最高
气温14～17℃。

近期降水天气频繁，气温明显
下降且持续较低，公众需注意适当
增加衣物，预防呼吸道与心脑血管
等疾病。另外，重点关注土壤湿度
大的地区作物收获进度及已收获籽
粒的晾晒与贮藏。

本周我省多雨
部分地方出现霜冻

生活报讯（杨子健 记者栾德
谦）26日，生活报记者从哈尔滨供水
集团获悉，因管网改造，28日，哈尔滨
市铁路街周边、复华二道街周边停
水。

因供水管网改造，需对南岗区铁
路街直径300毫米供水管线停水，拟
定于9月28日9时至17时，北起滨
北铁路线、南至松花江街及下夹树
街、西起教化街、东至海城街合围区
域内停水。

因供水管网改造，需对南岗区
复华二道街直径600毫米供水管线
停水，拟定于9月28日9时至23时，
北起西大直街、南至马家沟河、西起
教化街、东至海关街合围区域内停
水。

停水期间，广大用户储备好日常
用水，预计会提前恢复供水，请关闭
好水龙头。

生活报讯（记者周琳）买药、就医时
突然发现没带医保卡，怎么办？近日，生
活报记者从哈市医保局获悉，市民可通
过开通医保电子凭证买药看病，一码在
手，就医更便捷。

据介绍，医保电子凭证是由国家医
疗保障局统一签发的全国医保线上唯一
身份凭证，是参保人医保身份识别的电
子标识，有多重加密保障，确保个人信息

和医保基金使用安全。
那么如何开通医保电子凭证？据了

解，市民在微信和支付宝均可领取医保电
子凭证，选择医保电子凭证，激活并进行
身份验证，设置支付密码后方可使用。在
微信端，进入微信-我-支付-城市服务-
医保-医保电子凭证-首项，点击立即使
用。支付宝，进入支付宝-市民中心-医
保-医保电子凭证，点击立即使用。

生活报讯（记者吕晓艳）在黑龙江
大学建校80周年来临之际，24日下午，
黑龙江大学在天天广场举行校史馆新
馆开馆仪式。

经改扩建后的校史馆新馆三个展厅
建筑面积1500平方米，分延安奠基、星
耀北疆、曲折发展、拥抱春天、跨越发展、
内涵建设六个展区。馆内展出展品千余
件，包括学校延安和哈外专时期的校徽、
教材、任命书、信札，以及黑龙江大学时
期的手稿、获奖证书、科技成果等，较全
面地展示了学校建校80年来的发展历
程和辉煌成就。

黑龙江大学
校史馆新馆开馆

1、京哈高速：
（1）K1205+900M, 京哈高速通

往绕城高速（瓦盆窑至朝阳方向）匝
道封闭施工(计划施工时间至2021年
10月31日)。

（2）石家收费站，出入口因施工
封闭(计划施工时间至2021年10月
31日)。

（3）K1207+600M, 瓦盆窑互通
（瓦盆窑至群力、瓦盆窑至朝阳方向）
匝道封闭施工(计划施工时间2021年
10月31日)。

（4）双城收费站，入口封闭，哈尔
滨至双城方向出口封闭(计划施工时
间至2021年10月31日24时)。

（5）新兴收费站，因施工长春至
哈尔滨方向可从新兴站出口驶离高
速，哈尔滨至长春方向禁止从新兴站
出口下高速，新兴站驶入高速的车辆
可前往哈尔滨方向，禁止通往长春方
向。

（6）因京哈高速入省方向双城至
瓦盆窑路段施工，拟对京哈高速入省
方向的车辆进行临时交通管制，经京
哈高速出省方向的车辆正常行驶，由
长春去往哈尔滨方向的车辆全部从
双城收费站驶出。

交警提示 节日期间尽量减少外出

近期我省这些高速公路修路
生活报讯（记者何兴丽）26日，我

省交警部门结合高速公路出行情况和
特点，发布国庆假期交通安全“两公布
一提示”。节日期间密切关注疫情动

态，积极响应防疫要求，尽量减少安排
外出行程，必要出行前务必做好个人防
控，出行时佩戴口罩，配合防疫人员扫
码测温。

看病买药没带医保卡？

开通医保电子凭证就行
因管网改造

铁路街 复华二道街周边
明日停水

生活报讯（记者吕晓艳）26日
10时，黑龙江大学在主楼一楼报告厅
举行建校80周年纪念大会，80年来，
陆续有28万毕业生以黑大人之名服
务桑梓、报效国家，他们忠于事业、默
默耕耘，用不负时代、不负韶华的奋
斗和奉献，描摹出朝气蓬勃、步履坚
定的“黑大人”群像。本次大会通过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
80年来，黑龙江大学始终慎思尽

物，砥砺求真至善、追求卓越的理想
境界，为我国培养输送了一批又一批
优秀人才。黑龙江大学着力发挥对
俄办学特色，主动融入黑龙江发展战
略，在育才引才用才、繁荣黑龙江文
化、对俄经贸往来、成果应用转化等

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为黑龙江经济
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如今继往开来的号角已吹响，未
来的黑大更可期。学校将全面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奋力书写教育

“奋进之笔”龙江篇章的黑大答卷，矢
志奔向“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黑龙
江大学百年奋斗目标。

为国家输送28万优秀毕业生

黑龙江大学迎 年校庆

2、环城高速：
（1）K10+200M, 对去往瓦盆窑方向

的匝道封闭施工(计划施工时间至2021年
10月31日)。

（2）松北、五星、成高子、朝阳收费站
入口禁止19座及以上客车通行，开通时
间待定。

3、哈牡高速：
阿城南收费站施工封闭；
4、鹤大高速：
K303-K306施工；
5、双嫩高速:
（1）富裕至齐齐哈尔下行应急车道和

行车道封闭，K496+100M-K493+600M
（预计施工时间至2021年11月1日）；

（2）齐齐哈尔至富裕方向上行应急车
道和行车道封闭 K492+100M-K494+
600M（预计施工时间至11月1日）；

6、北富高速：
富裕至富海方向下行应急车道和行

车道封闭K349+300M-K346+800M（预
计施工时间至2021年11月1日）；

7、大广高速：
K44公里绥大高速与大广高速跨线

桥项目国庆节期间停止施工；
8、鹤哈高速：
K189+300M-K196+400M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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