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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尔滨市松北区鲜百客海

鲜批发商行营业执照正本丢失，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230109MA1CCDQH5X，声明作

废。

● 哈尔滨市松北区鲜百客海

鲜批发商行食品经营许可证正

本 丢 失 ，许 可 证 编 号 ：J
Y12301090076392，声明作废。

● 崔蕾遗失红星美凯龙开具

的商品质量保证金收据一份，收

据号：SK18040100575091，金额：

10000 元，服务保证金收据一份，

收据号：SK18040100575093，金

额：1000 元，电话网络押金收据

一 份 ， 收 据 号 ：

SK18040100575095，金 额 ：1000
元，声明作废。

● 黑龙江蓝波工程管理有限

公 司 遗 失 一 张 增 值 税 普 通 发

票。发票代码 023001800104，发

票 号 码 28024373，发 票 金 额

37000.00元（大写叁万柒仟元整）

项目名称为同江市八岔赫哲族

乡新强村自来水管网；发票声明

作废。

名片/彩页/印刷、
宣传册，各种纸质印刷
品、价格优惠。

联 系 电 话
0451-82425822

名片、彩页、印刷
免费设计、免费发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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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家庭装修、办公场所
装修；家装、工装整屋家具定
制；承接同行二手单柜体定制；
工厂一站式服务→设计→加工
→安装。

橱柜门、衣柜柜门定制加工
（种类有PVC吸塑、PET、高光纳
米板材等）；免漆板材加工定制柜
体（材料与环保等级自选）。

工厂设有样板展厅，欢迎参
观选购。

定 制 热 线
18904515815
15846048899
工厂地址：哈尔滨市南岗

区王岗镇哈双公路 592 号，金
福来家具有限公司

18686833188

爱格数码高价回收各种品
牌手机，可上门回收。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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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这款护理康复机器人已
应用到北京、上海、杭州、武汉十多
个中心城市，合作的医院、养老院
共计21家，累计投放500多台。

“我们实际测算，使用智能护
理康复床，两个护工即可完成一个
普通社区8个失能者的照护任务，
如果换做养老院，两个护工能照护
100个失能老人！”王忠信助理杨
晶介绍，与护理康复机器人配套的

APP将失能者吃喝拉撒睡行住坐
卧走等动态，全部集于方寸屏幕之
中，一部手机搞定。

这个APP叫“康复云管理平
台”，是利用互联网、大数据整合资
源，搭建生命体征数据采集、云端
计算、客户端展现为一体的远程康
护管理系统。

失能者家属只凭一部手机即
可掌握其全部动态，诸如床动态、

尿湿感应报警、故障报警、吃药提
醒、离床报警等，还可以监测患者
生命体征数据，比如体温、心率、呼
吸、血压、血糖、血氧、睡眠等。

“老龄化正在慢慢走近我们，
我们需要新工具、新思维来迎接新
的挑战，用科技化对抗老龄化，通
过人工智能来服务更多的老年
人。”王忠信说，这事关百姓福祉和
社会和谐。

养老院里的测算数据令人震惊

两个护工能照护“床”上100个失能老人

无人机专家跨界造“床”解决失能老人照护难题

哈工大人破题

初见王忠信，谈话是从年龄切入的。65岁的王
忠信不显老。身板溜直，头发浓密，气色好。

王忠信毕业于哈工大，从上大学时的王同学到
留校后的王教授，他从没离开过哈工大，直到退休。

2001年，王忠信开办了盛世特种飞行器公司，
研制的无人机涉及军事、气象、石油等多个领域，业
界享有盛名。

在他的无人机展厅，王忠信一件件地介绍起他的
宝贝，像个孩子在炫耀自己的玩具。轮到“智能护理康
复机器人”了，他说这也可称作“智能护理康复床”。

研发“床”的动念是从他在医院看到一场手忙脚
乱的转运开始的。

2019年初，王忠信到医院办事，发现一个重患被
推到病房后，四个人手忙脚乱勉强把病人放到床上。

王忠信与医生护士交流，得知移动重患确实很
麻烦，全靠人抬。另外，失能老人的照料更是拖累多
数儿女，困扰无数家庭。

“造个机器人不就解决了吗！”研发工业机器人
出身的王忠信就这样决定跨界出招。

无人机专家
为何跨界造“床”？
从他在医院看到一场手忙脚乱的转运开始

我国自1999年进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口规模
日益扩大、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

有数据显示，我国有失能人口4500万人，其中
东北地区500多万人，黑龙江省近130万人，哈尔滨
市 36 万人。预计到 2030 年我国失能人口将达
6290万人。

这组数字惊到了王忠信，他深入医院、养老院、
社区、家庭，调研失能老人养老问题。“不设身处地，
你体会不到这类人群的无助与无奈、悲哀与悲凉。”
通过大量走访，王忠信不由发出这样的感慨。

案例1 今年50岁方正县的隋先生，6年前突发
脑干出血，现完全不能自理，雇一个护工12小时需
要200元，为此妻子辞去工作照顾他。翻身、坐起、
下床，妻子说，给丈夫每做一项自己都累得一身
汗。有一次妻子没抱住丈夫，两人摔倒在地，抱头
痛哭……

案例2 今年76岁的徐先生，7年前患小脑萎缩
直至失能。独生女儿在国外，分身无术，300元一天
雇不到合适的护工，最后还是在老家找来一对年近
七旬老两口帮忙照料，月薪1万，人家还嫌累……

“见得越多心情越沉重。”王忠信说，他在调研
中还发现，医院、养老院面临招不到人的窘境。“道
外区某养老院负责人刘院长跟我说，年轻人不爱
干，年老的干不了，护工群体都集中在四五十岁的
中年人，而这部分人多数上有老下有小，高薪也难
留人。”

医院方面也有苦楚。医护人员人手不够，像移
动病患这样的力气活，都得家属“伸手”。市面上护
理产品同质化严重，功能单一，不够智能，在机械结
构设计上不能完全满足失能或半失能患者的护理
动作。

在王忠信看来，机器人不仅仅是要解决一个翻
身、移动的问题，吃饭、洗澡、大小便怎么办？怎么
来配套？“研发机器人的目的就是减轻照护人员的
劳动强度，最大限度地解放照护人员双手！”

调研中的无助病例
令人催泪
“见得越多心情越沉重”

早在2018年，哈尔滨工业大
学与哈尔滨医科大学科研人员共
同组建了哈工大医疗康复机器人
联合实验室，成立“哈工大王子才
院士工作站”，这是我省第一个卫
生健康领域院士工作站。以中国
工程院院士、哈工大仿真与自动控
制专家王子才为引领，专事智能康
复、养老、医疗设备研发。

2019年4月，智能护理康复机
器人正式立项研发。要康复机器
人帮助患者实现曲腿、起背、站立

这些基本动作不难，甚至将患者身
体抬升也不是问题。可是如何实
现帮患者翻身，难了。

王忠信去德国、加拿大、以色
列国家考察一圈，“翻身”问题，无
解。受访的国外机构表示，如果王
忠信攻克这一技术，希望能够进一
步合作。其实，要“翻身”也不难，难
的是如何实现柔性翻身。一个偶然
的机会，王忠信从卷扬机上得到启
发，研发出的柔性躯体翻身结构为
独家首创，获得国家专利技术。

短短7个月，智能护理康复机
器人研发成功，投放到哈医大一院
和部分家庭用户进行临床实验。为
使科研成果尽快实现转化，当年11
月，融智医康（哈尔滨）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成立，王忠信任董事长。

2020年2月，首轮新冠疫情暴
发。2020年2月17日，王忠信团
队向新冠肺炎收治定点医院捐赠9
台价值37万元智能护理机器人，
这9台护理机器人在重症监护室
大显神通。

7个月研发出国内首台护理机器人
要“翻身”不难，难的是如何柔性翻身

文/摄 龙头新闻记者 崔立东
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正在慢慢展现。当老年人口结构变成主要的人口结构，谁来养老？如何养老？
在王忠信看来，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要通过人工智能来服务老年人，通过科技手段对抗老龄化，减少照护人

员数量，减轻照护人员短缺给家庭和社会带来的压力和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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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忠信讲述研发过程王忠信讲述研发过程

智能护理康复床工作原理演示智能护理康复床工作原理演示

智慧养老智慧养老

价值4.2万元的一张“床”什么
样？有什么特异功能？12月8日，
记者进行了体验。

护理康复机器人主要用于失
能者护理和肢体功能恢复，预防压
疮和肌肉萎缩。

融智医康公司总经理王雷介
绍，护理康复机器人可实现边栏自
动控制、动作角度自动测量，生命
体征自动监测等17项功能。操作
模式分为5种：键盘、脚踏、手机、
语音、手势。另外，与之配套的餐
桌、智能定位手杖、多功能按摩垫

子、床上洗浴槽、多功能抱椅等丰
富和延伸了这张“床”的功能。

王雷引导记者躺在这张机器
人床上，一项一项体验它的神奇功
能。

“高位坐姿”，话音未落，记者
身体便被高高抬起，坐直。

“站立！”语音发出后，原本躺
平的记者缓缓站立起来，并按要求
自动行走到指定位置，窗外景色尽
收眼底。

“悬浮”功能可以将患者整体
垂直升降30厘米，实现全身释压，

防止压疮产生。
“起背”功能能够有效减轻患者

腰椎骨部的压力，防止身体下滑。
“这个动作可以实现吃饭娱乐、聊天
看书、方便与家人交流。”王雷说。

“曲腿”功能则可促进患者腿
部血液回流，减少腿部压力感。“这
个动作将原本集中于腰椎骨部的
压力分散到臀部和大腿。”王雷说。

一番体验后，记者仿佛感觉自
己的生活真的不用“自理”了，“有
双手在推你，却感觉不到手在哪
里。”

记者现场体验：

有双手在推你，却感觉不到手在哪里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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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记者史天一）16日，
生活报记者接到冰城市民曹先生求
助，称其停在道外区东直路544-3
号修配厂门前的一辆大众途安汽车
于4日凌晨被一名陌生男子开走。
目前，曹先生已向警方报警，同时也
希望有知情者提供线索。

曹先生介绍，他丢失的是一辆
2009 年的银灰色大众途安汽车。
11月 28日，他把车送到了东直路
544-3号的一家汽车修理部进行维
修。“当时车钥匙没拔下来，放在了
车上，12月14日10点我接到修理
部电话，说车找不到了，调取监控发
现是12月4日丢的。”

监控视频显示，12月4日凌晨1

时18分左右，一名身穿黑色棉服，
戴白手套的男子出现在画面中，此
人身高 1.75 米、体重 160斤左右。
当时这名男子对修理部门前停放的
几辆车挨个儿拽车门，都没有打
开。走到曹先生的车旁时，男子拽
开了车门，随后进入车内。可能因
为对性能不熟，此后车辆被憋熄火，
启动几次后又开始倒车，撞上了后
方的一辆面包车。几分钟后男子将
车开走。

希望热心市民发现这辆车牌号
为“黑AD9D51”的银灰色大众途安
汽车后及时拨打110报警电话，或
与曹先生取得联系，必有酬谢。

曹先生电话：15846332959

车停路边忘拔钥匙 有人顺手牵羊开走了

看到“黑AD9D51”请帮忙报警

生活报讯（见习记者王
伟健 记者黄迎峰）“笑气”是
一种可以麻痹神经的气体，
具有很强的成瘾性，长期大
量吸食会致人瘫痪、窒息甚
至是死亡，危害极大。近日，
齐齐哈尔市克东县公安局就
查处了一起非法买卖、使用、
储存“笑气”案，行政拘留4
人。

10月，克东镇第一派出
所民警侦破了一起刑事案
件，抓获犯罪嫌疑人孙某
某。在讯问过程中，民警发
现孙某某存在吸食“笑气”的
违法行为。民警经过深入调
查发现，孙某某不仅曾经吸
食“笑气”，而且经常将“笑
气”售卖给其他人，有时甚至
与买家一起吸食。

民警在掌握充分的线索
后，对其他购买、吸食“笑气”
的人进行深挖彻查，先后将
非法买卖、使用危险物质的
李某某、赵某某、王某某三人
抓获。

经询问，李某某、赵某
某、王某某三人对从孙某某
处购买并一起在宾馆内吸食

“笑气”的违法行为供认不
讳。目前，孙某某等4人已被
公安机关行政拘留。

4人买卖
“笑气”并吸食
均被行政拘留

生活报讯（见习记者王伟健 记者黄
迎峰）躺床上玩手机就能月薪过万？日
前，齐齐哈尔的张女士被“网络刷单”骗
局骗走了8000余元。

11月初，齐齐哈尔市公安局富拉尔
基分局接到市民张女士报案称，10月末，
她通过微信群找了一份“网络刷单”的工

作，却被对方骗了8548元。民警经了解
得知，张女士在微信上结识了一名发布

“招聘刷单兼职”信息的好友刘某某，对
方表示，只要张女士在网上购买其推送
的指定商品，为网络店家刷信誉，便可返
现并赚取高额佣金。张女士通过刘某某
发来的链接，购买了一部价值8548元的
苹果13pro手机，并按照其要求，填写了
自家地址和刘某某的电话。张女士第二
天查看快递信息时发现，商品邮寄地址
被更改，手机已在广东东莞某地被签

收。张女士这才发现被骗，选择了报警。
经大量工作，警方查实了嫌疑人刘

某某的确切身份，并于11月22日在其家
中将刘某某抓获。经审讯，嫌疑人刘某
某如实供述了其以“招聘网络刷单员”为
由，让被害人付款购买手机，并利用预留
自己电话号的方式，私自联系快递公司
更改收货地址，用相同手段骗取13名被
害人近4万元的违法犯罪事实。

目前，刘某某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
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女子轻信“网络刷单”被骗8000余元

购买苹果手机“送”到骗子手里
刘某某将被害人邮寄的快递取刘某某将被害人邮寄的快递取

出出 由警方提供由警方提供

生活报讯（记者张立）16日，针对
广大市民群众关心的密切接触者、次密
切接触者（密接的密接）和次次密切接
触者（次密接的密接）如何管理、如何解
除问题，生活报记者专门采访了哈市疾
控中心专家，对此进行了解答。

问：密切接触者如何管理？
如何解除管理？

答：密切接触者是与阳性感染者有
过近距离接触的人员，被感染的风险极
大。按照疫情防控规定，须对密切接触
者采取“14天集中隔离+7天居家隔离”
的管控措施，集中隔离期限从其与阳性
感染者最后一次接触之日算起，隔离时
间总长为21天。

如密切接触者被发现时，距其与阳
性感染者最后一次接触之日算起未超
过14天，则按照“缺几天补几天”的方
式，完成剩余天数的集中隔离，直至距
末次接触满14天后转为居家隔离；如密
切接触者被发现时，距其与阳性感染者
最后一次接触之日算起已超过14天，则
直接转为居家隔离，仍按“缺几天补几
天”的方式，完成剩余天数的居家隔离，
直至满21天方可解除居家隔离。如在
密切接触者集中隔离场所内发现阳性
感染者，同一场所内的部分隔离人员，
包括与阳性感染者所住房间上下各一

楼层、同楼层的所有集中隔离人员，自
新发现阳性感染者当日起重新计算集
中隔离时间，重新集中隔离满14天；当
外环境检测结果（不包括阳性感染者所
住房间）为阳性，则对集中隔离场所内
所有隔离人员，自新发现阳性感染者当
日起重新计算集中隔离时间，重新集中
隔离满14天。

密切接触者解除集中隔离前，须对
其本人及所住房间进行核酸检测，结果
均为阴性的方可转为居家隔离。解除
居家隔离前，须对隔离人员进行核酸检
测，结果为阴性的方可解除居家隔离。

问：次密切接触者如何管
理？如何解除管理？

答：次密切接触者是与密切接触者
有过近距离接触的人员，如果他们所接
触的密切接触者被感染，他们就会有被
感染的风险。按照疫情防控规定，须对
次密切接触者采取“7天集中隔离+7天
居家隔离”的管控措施，集中隔离期限
从其与密切接触者最后一次接触之日
算起，隔离时间总长为14天。如次密切
接触者被发现时，距其与密切接触者最
后一次接触之日算起未超过7天，则按
照“缺几天补几天”的方式，完成剩余天
数的集中隔离，直至距末次接触满7天
后转为居家隔离；如果被发现时，距其

与密切接触者最后一次接触之日算起
已超过7天，则直接转为居家隔离，仍按

“缺几天补几天”的方式，完成剩余天数
的居家隔离，直至满14天方可解除居家
隔离。如密切接触者核酸检测发现阳
性，与其关联的次密切接触者一律转为
密切接触者，并按密切接触者进行管
理。

次密切接触者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即可解除隔离：一是密切接触者解除最
终居家隔离，其次密切接触者随之解除
居家隔离。二是密切接触者在距其与
阳性感染者最后一次接触之日算起7
天内，至少连续两次核酸检测且结果为
阴性（间隔≥24小时），其次密切接触
者在此期间核酸检测也为阴性的可解
除集中隔离，转为居家隔离，居家隔离
满7天后方可解除；如密切接触者在距
其与阳性感染者最后一次接触之日算
起已超过7天，仍须对其进行连续两次
核酸检测且结果为阴性（间隔≥24小
时），其次密切接触者核酸检测也为阴
性的，可直接转为居家隔离，仍按“缺
几天补几天”的方式，完成剩余天数的
居家隔离，直至满14天方可解除居家
隔离。次密切接触者解除集中隔离前，
须对其本人及所住房间进行核酸检测，
结果均为阴性的方可转为居家隔离。
解除居家隔离前，须对隔离人员进行核

酸检测，结果为阴性的方可解除居家隔
离。

问：次次密切接触者如何管
理？如何解除管理？

答：次次密切接触者是与次密切接
触者有过频繁接触的人员，也属于重点
风险人员。按照疫情防控规定，须对次
次密切接触者采取“7天居家隔离+7天
居家健康监测”的管控措施，居家隔离
期限从其与次密切接触者最后一次接
触之日算起，管控时间总长为14天。如
次次密切接触者被发现时，距其与次密
切接触者最后一次接触之日算起未超
过7天，则按照“缺几天补几天”的方式，
完成剩余天数的居家隔离，直至距末次
接触满7天后转为居家健康监测；如果
被发现时，距其与次密切接触者最后一
次接触之日算起已超过7天，则直接转
为居家健康监测，仍按“缺几天补几天”
的方式，完成剩余天数的居家健康监
测，直至满14天方可解除居家健康监
测。

次次密切接触者的解除方式，一
是次密切接触者解除集中隔离，其次
次密切接触者可直接转为居家健康监
测。二是次密切接触者解除居家隔
离，其次次密切接触者随之解除居家
健康监测。

哈市疾控中心专家解答

三类密接人员如何管理、如何解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