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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记者仲亮）24日，省政
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省统计
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杜国喜通报了我
省一季度全省经济运行情况。全省一季
度经济持续恢复性增长，总体呈现稳中
有进、进中提质的运行态势，实现良好开
局。

2022年一季度全省地区生产总值
为2976.6亿元，同比增长5.4%，高于全
国0.6个百分点，同比增速居全国第11
位。

消费市场保持增长，消费升级趋
势不减。一季度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为 1190.8 亿元，同比增长 2.4%，
居全国第19位。按消费类型分，商品
零售 1075.5 亿元，增长 2.4%；餐饮收
入 115.3 亿元，增长 3.0%。受疫情影
响，消费受到较大冲击，但消费升级趋
势不减，限额以上单位电子出版物及
音像制品类、新能源汽车类、书报杂志
类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90.7% 、89.8% 、
31.9%。

财金物价总体平稳，居民收入持
续增加。一季度，全省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完成361.8亿元，同比增长11.0%，
高于全国 1.5 个百分点，居全国第 13
位。一季度，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0.8%，低于全国0.3个百分点。分类别
看，八大类商品及服务价格“六涨两
降”，其中交通和通信类、居住类、教育
文化和娱乐类、衣着类、医疗保健类、
其他用品及服务类价格分别上涨
5.7%、2.4%、1.2%、0.9%、0.8%、0.3%；

食品烟酒类、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
分别下降2.3%、0.2%。

新兴消费模式保持增势。一季度，
我省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实现112.4亿
元，比上年增长2.1%，占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的比重为9.4%，比上年同期提高
0.6个百分点。

民生改善继续加强，居民收入持续
增长。一季度，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同比增长5.6%，其中，农村居民收入
增长快于城镇居民。

一季度我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5.6%

新能源汽车等消费看涨

生活报讯（记者张立）4月23日0时
至24时，经省传染病防治院、省中医药大
学附属第二医院哈南分院确诊并报告新
增新冠病毒阳性感染者42例。其中，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26例，新冠病毒无症状
感染者16例，目前均在以上定点医院接
受隔离治疗。根据流调结果，现将其主要
活动轨迹涉及场所发布如下：

一、双城区
4 月 16 日 05:30 卫生局家属楼 06:

20-13:00 交通四号楼 07:40-22:00 小兆
家属楼、纪委1号家属楼、南街审计局家
属楼、民安小区、老税务局家属楼、邮局家
属楼19:55 庆财超市（东南阳光一区）

4月17日06:30 小兆家属楼09:30 时
鲜生鲜超市（工农街）09:30-12:00 双城区
人民医院12:13 进步超市（花园大街）12:
35-24:00 聚缘里小区13:23 冉图超市（聚
缘里小区）

4 月 18 日 00:00-09:00、14:30-18:00
聚缘里小区06:30 民安小区09:07 进步超
市（花园大街）09:15-10:50 双城区老干部
服务中心 18:00-24:00 小兆家属楼

4月19日02:00-06:00 祥阁花园小区
06:00-22:00 小兆家属楼、区医院小区、纪
委1号家属楼、南街审计局家属楼、民安
小区、老税务局家属楼、邮局家属楼 09:
40-11:00、14:00-18:00 聚 缘 里 小 区 22:
00-24:00 承旭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4 月 20 日 06:00-12:00、19:00-24:00
承旭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07:00-12:00、14:
00-18:00 聚缘里小区 13:00-17:00 小兆
家属楼、纪委1号家属楼、南街审计局家
属楼、民安小区、老税务局家属楼、邮局家

属楼
4月21日06:00-20:00 承旭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小兆家属楼、纪委1号家属楼、
南街审计局家属楼、民安小区、老税务局
家属楼、邮局家属楼07:00-18:00 聚缘里
小区

4 月 22 日 06:10-08:00、18:00-24:00
承旭街道便民服务中心08:00-18:00 小兆
家属楼、纪委1号家属楼、南街审计局家
属楼、民安小区、老税务局家属楼、邮局家
属楼

二、哈市其他城区
4月16日06:00-18:34 哈尔滨圣吉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松北区巨宝一路 239
号）06:33-06:43 338 路公交车（第五十五
中学站至烟台路站）07:30 南岗区铅笔厂
家属楼 8 单元副 102 号 09:00 343 路公交
车（老五屯站至龙园站）10:40-14:00 道里
区曼哈顿商厦2楼65号12:00 343路公交
（龙园站至老五屯站）15:30-15:40 香坊区
忆香园（旭升店）16:00-16:57 南岗区永辉
超市（哈西万达店）18:20-18:30 南岗区美
家乐果蔬生鲜超市（珺庭店）18:34 出租车
（黑ATW605）19:08 129路公交车（世纪花
园小区C区站至哈西站北广场站）

4月17日06:00-17:30 哈尔滨圣吉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松北区巨宝一路 239
号）07:30 南岗区铅笔厂家属楼 8 单元副
102 号 08:00 南岗区云湘阁米线店（科大
小区）08:30 南岗区贡线米线（哈尔滨大街
873号）10:40-15:10 道里区曼哈顿商厦2
楼 65 号 11:34 平房区奶思奶站（新和街
12 号）14:17 平房区综利综合市场（公社
大街） （未完）

哈市23日新增42例本土阳性感染者活动轨迹发布

涉及家属楼、医院、商厦

生活报讯（记者李威兵）25-27
日，哈市仍多大风天气，并可能伴有扬
沙，需注意防风防火防沙，农业、电力、
通讯等设施以及广告牌、围挡、临时搭
建物等需做好加固，车辆行人需尽量避
免在高层建筑下停留；降雨将导致路面
湿滑，需注意交通安全；26-27日气温
大幅下降，需注意及时增减衣物。

哈市气象台专家张雪梅告诉生活
报记者，哈尔滨的春季气温回升快，降

水少，空气干燥，天气多变，气温变化幅
度大，多大风，是一年中大风天气最多
的季节。近期，中高纬度呈纬向环流，
系统移动快，哈尔滨区域高空多冷涡和
短波槽活动，地面多低压控制，因此大
风天气也是一波接着一波，属于正常现
象。预计25-27日，哈市仍多大风天
气，全市平均风力4～5级、阵风6～7
级、局地8～9级，其中26日白天风力
更大，预计全市平均风力5～6级、阵风

7～8级、局地可达9～10级。
哈市天气预报：25日白天：以多云

为主；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16～
18℃。25日夜间至26日白天：全市多
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5～8℃，
最高气温13～15℃。26日夜间至27
日白天：26日夜间全市多云有阵雨，北
部可能出现雨夹雪，27日白天全市多
云到晴；西北风4～5级；最低气温1～
4℃，最高气温13～14℃。

今起三天哈市仍多大风天气

明天风最大 局地可达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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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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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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公告
项目全称：2022年度零星维

修工程;
项目地点：黑河市、大兴安岭

地区及所属乡镇村屯;
投资估算：一标段 99 万、二标

段 81万、三标段 140 万、四标段
44 万、五标段 53 万。

投标报名截止时间为 2022
年 4月 29日 16时 30分。详情
请登录军队采购网 http://www.
plap.cn查询。

联系人:赵志成
电话:18145530520
中国人民解放军32110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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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晓强不慎将由哈尔

滨华亿龙皮草城有限公司开

具的房屋租赁保证金收据丢

失，此房位于哈尔滨华南城2
号广场，收据号码：5105433
金额：10000 元，特此声明作

废。

●哈尔滨建荣波塞冬文

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员工

食堂），不慎将食品经营许可

证正本丢失，许可证编号：

JY32301110016112，发 证 机

关：哈尔滨市呼兰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特此声明作废。

分立公告
经哈尔滨葵花药业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230109781302852R）股 东 决

定，公司拟分立为哈尔滨葵花药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与

哈尔滨葵花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分立

形式为派生分立，甲方的主体资

格保留存续经营；乙方拟设立登

记 ；分 立 前 甲 方 注 册 资 本 为

7881.62万元。分立后，甲方注册

资本为 457万元；乙方注册资本

为7424.62万元。

本公司的债权人自接到通知

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

的自公告之日起45天内，有权要

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

的担保，逾期将视为相关债权人

放弃要求公司提前清偿或者提

供相应担保的权利。联系人：陈

女士，联系电话：18704667704，
特此公告。

哈尔滨葵花药业有限公司
2022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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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记者于海霞）记者近日
获悉，为贯彻落实哈市第59号、60号公
告要求，香坊区启动公园广场封闭行
动，对辖区内自管的12处公园进行全
封闭管理，5处广场安排专人执守。

香坊区园林局对所辖12处公园启
动封闭式管理模式，包括尚志公园、远
大生态园、劳动公园等安排专人执守，

利用广播器材、巡逻车音响、扩音喇叭
全天播放劝导音频，及时劝导游人撤离
公园，做到公园广场游人“清零”；各公
园广场加强对管理人员的管理，专人负
责登记到岗人员核酸检测情况；关闭公
园夜间照明设备；对健身器材进行封
闭；对公厕、垃圾箱、座椅等设施进行定
期消杀。

香坊12处公园实行全封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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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阿赛称，家里人一直都会看他
演的戏，这一次他拍的《特战荣耀》，是
他们给予评价最高的一次。“相比我被
更多观众认识、熟悉，他们更希望看到
我的进步、我的成长。他们说这次我
演的角色可能是跟我本人比较贴切，
然后表演上有一些东西跟以前有所改
变，觉得我这次进步很大，这是他们比
较开心的地方。”孟阿赛称，新一代的
演员要跟老一辈的演员学习的东西非
常多,比如吃苦耐劳的精神、对角色的
钻研程度等等。

谈起家乡，孟阿赛称自己是在13
岁时离开哈尔滨的，然后在南方读书
一直到上大学，上一次回哈尔滨是今
年年前，基本上每一年他都会回一次，
而且每次回来都不想走，不过孟阿赛

笑称“有时也不想回”，“因为每次回来
都会胖，哈尔滨的美食我只能这么说
一句‘随便啥都行’。我最爱吃的是砂
锅，还有各种炒菜。随便哪一家馆进
去都行，里面的锅包肉、鱼香肉丝，还
有盒饭简直了，一两个人30块钱吃到

‘飞天’，便宜又好吃。”
4月份，孟阿赛又要进组了，这回

是要拍一个关于消防员的戏。孟阿赛
坦言，自己想演各种各样的角色、什么
都想挑战，但是在题材上，会比较倾向
刑侦破案或者贴近生活的现实类题
材，角色上比较喜欢演阳光快乐那种，

“最好是看起来风流倜傥、但实际内心
特别真诚、炙热的那种”，孟阿赛称，他
对自己未来的规划很简单，就是演出
更多能让观众喜欢的角色。

接受本报独家专访

从“彭玉的外孙儿”到“《特战荣誉》中的‘萧云杰’”

孟阿赛：我还有上升空间
都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但真正能做到这点太难，影视圈也是这样。有长辈

“珠玉在前”，后辈出道时总是会被冠以“××家的”，演员孟阿赛也不例外。出道 11
年，在《酷爸俏妈》、《雪域雄鹰》等影视剧中也都有不错的表现，但大多数时间还是别
人口中“老艺术家彭玉的外孙儿”，直到正在东方卫视热播的《特战荣耀》中出演“萧
云杰”，才让大众认识到“孟阿赛这演员演得真好”。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孟阿赛称自己每天也会准时蹲守在电视机前看《特战荣
耀》，说到给自己打多少分，孟阿赛认真作答：“我可以说我尽力了，当然也有很多不
足的地方，如果我给自己打分的话，我打7分。”

接这部戏，孟阿赛称“纯属巧
合”，“就是去见组，导演说有一个角
色很适合我，让我试了一下戏，当时
我是长头发。过了一段时间又见导
演，导演觉得我剪了短发之后不一
样了，又让我试另一个角色，另一个
角色就是‘萧云杰’。试完之后，导
演说从外形到性格，我太适合这个
角色了，然后导演就一直挺我演‘萧
云杰’，也是多亏了导演的支持，我
才能饰演‘萧云杰’。”

孟阿赛称“萧云杰”跟生活中的
自己挺像，“比较乐观、积极向上，相
对来说会为人处事，对兄弟也非常

的仗义，兄弟有事真上的那种。”孟
阿赛称不太像的地方，就是“萧云
杰”为了“燕破岳”好、想让“燕破岳”
在军营里能更适应，所以总是希望

“燕破岳”改变自己，“如果生活中兄
弟有这些问题，我是不会改变他的，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

进组之前，孟阿赛也做了很
多准备，“比如看一些军事类的
电视电影，我知道这部戏里有很
多打斗戏，我也一直在疯狂健
身、加强体能训练，我知道‘萧云
杰’的谈吐功夫非常强，也有多
练一些嘴上功夫。”

《特战荣耀》拍摄了8个月，有
很多打斗场面，演员也吃了很多
苦，被问到印象中拍的最难的是哪
场戏，孟阿赛的回答是“每一个环
境、每一场打戏都很难”，“比如说
我们刚进特战队、在泥潭的那场打
戏。那个泥潭本来是农民伯伯种
菜的菜地，刚好菜收完了菜地闲
置，剧组就租下来了，农民伯伯跟
我们说地里全都是有机肥，然后我
们又往里加水、在泥潭拍了5天打
戏，5天之后大家身上都起了红疹，
从脖子到脚，特别痒，每天都睡不
了觉，这个状况持续了大概一个月
才消退，特别恐怖。”

虽然是三年前拍的戏，孟阿赛
依然记忆犹新，“在阿克赛拍摄时，
超级冷，冻到你说不出来话那种，
在云南拍摄时又特别热。大家总
说下一个场景能好一点，结果万万

没想到原来下一个更惨，相比之
下，上一个还算幸福的。”

之前做客东方卫视《特战荣
耀》访谈节目时，出演“吕小天”的
蒋龙曾说起，在开机一个多月的时
候，孟阿赛受伤脚骨折了，当时看
到孟阿赛哭了。采访时说起这事
儿，孟阿赛表示：“男人其实不会轻
易哭的，你要说疼它其实没那么
疼，因为你只有脚站在地上或者碰
到才会疼。当我知道我骨折的时
候，第一个想法就是我会不会被换
掉？然后我真的绷不住了，躲到后
面哭，蒋龙一回头看见我哭了，就
说‘唉呦我赛哥哭了’。”孟阿赛称，
就像他当时跟蒋龙说的那样，因为
前期对这部戏充满了期待，然后又
准备了很久，又等了大概足足有五
六个月才开机，当满怀期待进组参
加一个月的训练想把戏拍好时，如
果真的因伤退出就会非常遗憾，就
哭了。”

剧中“萧云杰”和“燕破岳”的
战友情让观众称道，孟阿赛称当
时怕换掉，也是舍不得大家，“很
难碰到这么好的剧本、这么好的
团队。剧组的氛围特别好，导演
也特别看重你，跟杨洋、蒋龙，跟
所有工作人员的关系都特别好，
还好最后有惊无险。”

孟阿赛是姥姥彭玉带大的，他称姥
姥对他其实还是溺爱多一些，“我妈要
说我啥，我姥姥都不让，说大外孙子最
好了。天天陪我玩、哄着我，我跟小朋
友玩时如果挨欺负了，我姥都是喊‘不
许欺负孟阿赛’，就是替我出头那种。”

孟阿赛的姥姥、妈妈、姨妈都是哈
尔滨话剧院的演员，从小孟阿赛就一直
看长辈们在舞台上演戏，后来姥姥主演
的《东北一家人》《浪漫的事》《空镜子》
很多影视剧，孟阿赛也都一个不落地看
过。不过，孟阿赛称当演员还真不是他

第一选择，“因为从小我就是个小胖子，
高二时已经240多斤了。最初我学美
声、想考音乐学院，后来因为不会弹钢
琴这些硬件条件，没办法考音乐学院。
我妈就说‘要不你试一下考中戏’，我就
开始减肥了。”

据孟阿赛介绍，为了考中戏，他经
历了漫长的6个月的减肥之旅，从248
斤减到了155斤,那半年对他来说简直
是“人间地狱”。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补
偿自己，考上中戏后他又胖了，大四毕
业的时候又达到了240斤，说到再次减
肥的动力，孟阿赛表示：“当时我们大学
老师问我‘你毕业要当演员还是干嘛？’
我说‘老师我要开饭店了’，给我们老师
气坏了。毕业之后发现还是得减肥，就
又减肥了。”

孟阿赛自认为还算幸运、演艺道路
也算是比较顺利的，“因为我一出道，就
遇到了很负责任的林楠导演，教了我特
别多的东西。虽然没有从一出道就大
红大紫，但我是一步一个脚印、一直按
照自己预想的方向在走。”

生活中跟生活中跟““萧云杰萧云杰””很像很像

“为这部戏疯狂健身、练嘴皮子”

开机一个多月受伤骨折开机一个多月受伤骨折

“哭不是因为疼，是怕被换掉”

每年都会回一次哈尔滨每年都会回一次哈尔滨

“哈尔滨的美食我只能说‘随便啥都行’”

为考中戏为考中戏

“半年时间从248斤减到155斤”

本报记者 吴海鸥王晓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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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记者张立）哈尔滨市应
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发布关于
调整南岗区部分区域风险等级的通告。

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规
定，经专家综合研判，哈市指挥部决定，

自4月24日24时起，将哈尔滨市南岗
区建筑街84号居民楼、建筑街78号所
在居民楼和海关街144号所在居民楼
及其合围区域调整为中风险地区。其
他地区风险等级不变。

南岗区部分区域调为中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