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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明岩与刘利敏夫

妇儿子代紫宇的出生医学证

明遗失，编号 K230148198，
声明作废。

● 哈尔滨市爱喆教育咨

询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230109MA1B46ULXC，声

明作废。

● 付 克 荣 ，身 份 证 号:
230102195806083479, 不 慎

将哈尔滨市道里区朝鲜屯棚

户区改造项目(桐楠格领誉

小区)安置房进户结算单丢

失，A1栋 1单元 12层 01号，

协 议 编 号:01100424892，特

此声明原件丢失。

● 付 克 荣 ，身 份 证 号:
230102195806083479，不 慎

将哈尔滨市道里区朝鲜屯棚

户区改造项目(桐楠格领誉

小区)安置房拆迁协议书丢

失，协议编号:01100424892，
特此声明原件丢失。

● 付 克 荣 ，身 份 证 号:
230102195806083479, 不 慎

将哈尔滨市道里区朝鲜屯棚

户区改造项目(桐楠格领誉

小区)安置房验收单丢失，A1
栋 1单元 12层 01号，协议编

号:01100424892,特此声明原

件丢失。

● 付 克 荣 ，身 份 证 号:
230102195806083479, 不 慎

将哈尔滨市道里区朝鲜屯棚

户区改造项目(桐楠格领誉

小区)安置房进户确认单丢

失,A1 栋 1 单元 12 层 01 号，

协议编号:01100424892,特此

声明原件丢失。

● 高 春 波（身 份 证 号

239004197608244715）不 慎

将坐落于黑龙江省建三江大

兴农场场直五委房产证丢

失，证号：兴场房私 1707号，

声明作废。

● 季红梅（身份证号码

232321196906120026）黑 龙

江省绥化地区海伦市凤凰城

二期一单元11号楼601室房

票丢失特此登报声明。

● 黑龙江省清洗保洁行

业协会，不慎将公章丢失，开

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哈尔滨学府支行，账

号：23001865236050502552，
特此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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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债务公告
哈尔滨市道里区名扬文

化学校经理事会研究决定于

2022年3月6日停止办学，拟

向民政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522301023011764053，请 债

权人自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单位清算组申报债权事

宜，清算组长：白勇，联系电

话：18646272236，联系地址：

哈尔滨市道里区福同街 40
号。特此公告。

哈尔滨市道里区名扬文

化学校

2022年7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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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版防控方案和我省出台的贯彻落实指导意见，是对防控措施
的优化调整，决不是放松防控，而是要求更高了、对我们的防控工作要
求更科学、更精准、更快速了，关键点是要把该管住的重点风险管住、该
落实的落实到位、该取消的加码要坚决取消，我们还是要继续坚持“外
防输入，内防反弹”的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不动摇，进一步提高
疫情防控的科学性、精准性，充分利用资源，提高防控效率，统筹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生活报讯（记者仲亮）我省交
通运输部门如何落实第九版《防控
方案》，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周贵
才回答了记者提问。

据介绍，结合我省当前疫情
形势，省疫情防控指挥部高效统
筹全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决定从7月2日起撤除全省各
交通场站卡口、各高速公路出口
和省界公路防疫检查站以及各市
域之间、市域内设置的公路防疫
检查站，但保留了已通关口岸的
交通场站出城卡口、公路出城卡
口，以便于查验口岸城市离开人
员48小时核酸证明，对已通关口

岸实施更加精准的防控。一旦发
生本土疫情时，各地要及时恢复
卡口防控检查站。

需要注意的是，取消各交通卡
口防疫检查站不代表疫情防控有
所放松。各地要科学精准，严格落
实常态化疫情防控各项措施。加
大宣传力度，引导风险人员主动提
前报备、到达后主动报告、主动进
行核酸检测，配合落实分级分类管
控措施；各地要建立更加灵敏有效
的监测预警体系，合理设置核酸检
测服务点，做好重点人员应检尽检
和普通人群愿检尽检，及早发现感
染者；要加大公共场所、宾馆酒店、

社区村屯外来人员的查验力度，督
促7天内有低、中、高风险地区旅
居史人员及早落位管控，避免疫情
扩散蔓延。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
门要督促指导道路客运及城市交
通有关经营者按照第八版《客运场
站和交通运输工具新冠肺炎疫情
分区分级防控指南》要求，做好一
线从业人员个人防护和健康监测，
严格开展场站和交通运输工具消
杀等防控要求。通过精准防控最
大限度减少对企业生产经营、交通
物流运输、群众日常生活出行的影
响，努力用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的
防控效果。

撤除全省各高速公路出口防疫检查站

生活报讯（记者仲亮）疫情防
控常态化情况下，市场监管部门在
强化精准防控方面有哪些具体举
措？4日，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
长杨茹民回答了记者提问。

一是强化农贸市场开办者疫情
防控主体责任。督促农贸市场落实

“五有”要求，即:有完善的防控指
南、有防控管理制度和责任人、有适
量的防护物资储备、有应急处置预
案、有属地医疗卫生力量指导支持，
督促农贸市场落实消毒清洁措施，
做好应急处置演练，提高疫情防控
能力。

二是强化人员管理。对进入市
场的人员要继续执行“扫码测温戴
口罩”等防聚集措施，控制好市场内
人员流量，提示提醒顾客购物时与
他人保持距离，购物即选即走。督
促农贸市场落实高风险岗位从业人
员管理制度，固定岗位，避免交叉作
业，落实闭环管理、核酸检测、健康
监测、健康教育等防控措施。

三是继续实施核酸检测。按照
属地指挥部的统一安排，对市场内
经营人员、工作人员等人群实施核
酸检测。对进口冷链食品及其加
工、运输、存储、销售场所环境及 来

自疫情严重国家非冷链物品适当进
行抽样检测和预防性消毒 。

四是加强进口冷链食品全链条
追溯管理。通过“首站赋码、一码到
底、无码禁售”，实现进口冷链食品来
源可查、去向可追、风险可控。对没
有入境产品检验检疫证明、核酸检测
报告、预防性消毒证明和追溯码的进
口冷链食品严禁销售和使用。

五是强化日常监督检查和政策
宣传引导。提醒消费者在选购进口
冷链食品时，可扫描“黑龙江冷链”
追溯码，查询产品信息、核酸检测和
消毒信息，提升自我防护能力。

有完善的防控指南、有防控管理制度和责任人、有应急处置预案……

农贸市场落实“五有”要求

生活报讯（记者仲亮）广大群众在日
常生活中应该如何做好个人防护？4日，省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张剑峰回答了记
者提问。

目前，奥密克戎变异株已成为我国境外
和本土疫情的优势流行株，现有研究提示，奥
密克戎变异株平均潜伏期缩短，多为2~4天，
传播能力更强，传播速度更快，感染剂量更
低，具有更强的免疫逃逸能力，现有疫苗对预
防该变异株所致的重症和死亡仍然有效。因
此我们还要继续紧绷疫情防控这根弦，落实
好常态化下疫情防控各项措施，对于个人防
护和行为规范，要从以下几方面认真做好。

一是科学佩戴口罩。比如乘电梯，乘坐
公共交通工具时，进入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
时，要佩戴口罩。就医时，建议佩戴医用外
科口罩或以上级别口罩。口罩需及时更换，
每个口罩累计佩戴时间不宜超过8个小时。

二是要勤洗手。
三是要文明用餐。做到不混用餐具，夹

菜时候使用公筷公勺；在食堂就餐时，尽量
自备餐具。

四是常通风。
五是注意咳嗽礼仪。咳嗽打喷嚏时，用

纸巾捂住口鼻，没有纸巾时用手肘代替，用
过的纸巾不要乱丢。

六是要少聚集。在公共场所要遵守 1
米线原则。像排队、付款、交谈的时候，要保
持1米以上社交距离。当本地区有本土疫
情时，要少聚餐聚会、走亲访友，少参加喜宴
丧事，非必要不到人群密集的场所。

七是积极参加核酸检测。
八是及早接种疫苗。

省疾控专家建议：

八方面
做好个人防护

密接、入境人员
隔离管控时间调整为“7+3”
生活报讯（记者仲亮）4日晚，省政府新闻办举行“黑龙江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第79场新闻发布会。近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公布了《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九版）》，会上，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葛洪围绕“黑龙江
省落实第九版防控方案科学精准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做主旨新闻发布。

省疫情防控指挥部制定印发了《关于贯彻落实〈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
九版）〉因时因势调整全省疫情防控政策的指导意见》，对我省防控政策做出了相应
调整：

一是优化调整风险人员的隔离管理期限和方式。将密切接触者、入境人员隔离
管控时间调整为“7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3天居家健康监测”，核酸检测措施调整为

“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第1、2、3、5、7天和居家健康监测第3天核酸检测，采集口咽拭
子”，解除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前不要求双采双检。密接的密接管控措施调整为“7天
居家隔离医学观察”，第1、4、7天核酸检测。对于涉疫场所暴露人员，在判定后实施
居家健康监测3天，并在判定后第1、3天各开展一次核酸检测，凭2次核酸阴性结果
解除管控。

二是统一对国内发生本土疫情的地级市或直辖市外溢风险人员管控政策。
1.对7天内有高风险区旅居史的人员，采取7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在集中隔离

第1、2、3、5、7天各开展一次核酸检测，管理期限自离开风险区域算起。
2.对7天内有中风险区旅居史的人员，采取7天居家隔离医学观察，在居家隔离

医学观察第1、4、7天各开展一次核酸检测；如不具备居家隔离医学观察条件，采取
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管理期限自离开风险区域算起。

3.对7天内有低风险区旅居史的人员，3天内完成两次核酸检测（采样时间间隔
大于24小时），并做好健康监测。

4.对7天内有中高风险区所在地级市（或直辖市）的其他县（市、区、旗）旅居史的
人员，到达目的地后24小时内尽早进行一次免费核酸检测。

三是优化重点人群应检尽检范围和频次。由我省原来的20类重
点人群调整为28类，频次按照人员不同风险级别分类设置，各地可结
合实际适当扩大监测范围，出现本土疫情时可根据扩散风险增加核酸
检测频次。同时，明确对边境口岸常态化核酸检测频次要求，已开通货
运通关的各边境口岸县（市、区）常态化区域核酸检测周期调整为每周
一次，未开通或季节性暂停货运通关期间的各边境口岸县（市、区）无需
开展常态化区域核酸检测。

四是明确对进入重点场所、重点机构人员防控要求，要根据本地区
疫情形势和常态化核酸检测措施动态调整，已开展常态化核酸检测的
地区，进入重点场所（不含交通场站，单独规定）和重点机构需扫健康
码、行程码、测温、查验常态化核酸检测间隔周期内的核酸检测证明。
如属地常态化核酸检测停止执行，重点场所、重点机构查验核酸检测证
明同步停止，任何单位和机构不得擅自增加查验核酸检测证明作为限
制人员进入重点场所或办事单位、机构的措施。

五是对涉疫地区来我省的货运车辆及司乘人员、省内交通场站、卡
口及往来人员管控也重新做出了调整。

最新全省疫情防控政策解读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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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7教育·健康 15604668136

生活报讯（田为 曹玥 记者周琳）6
月30日-7月3日，由黑龙江省医学会、
黑龙江省心脏医学学会主办，哈尔滨医
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黑龙江省医学会
心血管病学分会承办的“第十七届冰城
心血管病学术会议”在线上顺利召开，国
内11余万心血管领域同道在线上共同
分享本次盛会，总观看量破120余万。

“心血管疾病是威胁人类健康的‘头
号杀手’，我国有 2.9 亿心血管疾病患
者。黑龙江省地处我国北方边陲，气候
和生活习惯易导致心血管疾病，如急性
心肌梗死、高血压等，发病率位居全国前

列。”哈医大二院心内科于波教授介绍，
本届冰城会在冠心病、手术直播、心脏起
搏电生理等12个领域设立论坛，共计
112场次，连续四天进行线上视频会议，
13个学术频道同时直播。“冰城心血管
会议已经走过17个年头，已由区域性的
学术活动发展为十余论坛、百余章节、万
人参与、百万观看量的全国性学术会
议。”于波教授表示。

据悉，哈医大二院心内科在于波教
授的带领下，经过四十余年发展，现已成
为四百余人的心血管医护队伍，实现年
门诊人数十万以上，住院患者30000余

名，介入诊疗手术22000余例，急危重症
患者及介入手术比例逐年升高，在区域
心血管患者救治中体现出了高水平的综
合实力，在全国权威的复旦专科榜上名
列第七，八年稳居全国前十。应用腔内
影像学对冠心病急性事件高危斑块诊断
技术世界先进，实现对冠心病患者精准
的介入诊疗，成果曾入选柳叶刀“冠心病
介入领域40年重大进展”和多部国内外
权威教科书及指南。

此外，本次冰城会中特别设立了“生
命支持下高危复杂病变介入论坛”，国内
专家围绕ECMO（体外膜肺氧合技术）

相关的治疗、应用展开深入探讨。在于
波教授的带领下，以副主任候静波教授
为负责人的心内科冠脉介入团队，年可
完成冠脉PCI术万余例，复杂冠脉介入
比例超过50%。近三年来，哈医大二院
心内科开展了近三百例ECMO支持下
急危重介入治疗，成为上升速度最快、质
量最高的医院之一。

哈医大二院举办第十七届冰城心血管病学术会议

线上观看量破百万

生活报讯（记者吕晓艳）记者从
省教育厅获悉，黑龙江省日前召开
2022年“双减”工作暑期调度会议，
要求各部门加力整治有照无证、无证
无照、“家政服务”、“众筹私教”、非学
科类从事学科类及通过腾讯会议、钉
钉等网络平台组织的网上学科类等
违规变异培训行为。

各市（地）、县（市、区）要迅速展
开暑期“双减”工作，多层次舆论引
导，出重拳整治违规变异，大力度防
范风险隐患，多举措提升托管服务
水平。各市（地）要加强工作指导，

压实县（市、区）主体责任，强化部门
协同，上下联动，“家校社”同向发
力。盯紧管住暑期、盯紧管实机构、
盯紧管治违规、盯紧管严老师、盯紧
管好学生。

用好“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
服务综合平台”。做到学科类培训机
构纳入平台“全覆盖”、非学科类培训
机构纳入平台“全覆盖”、培训机构资
金监管“全覆盖”、培训机构课程上架

“全覆盖”、培训机构学生信息“全覆
盖”、培训机构教师“全覆盖”、“三端”
（监管端、机构端、家长端）应用“全覆

盖”。
加力整治有照无证、无证无照、

“家政服务”、“众筹私教”、非学科类
从事学科类及通过腾讯会议、钉钉等
网络平台组织的网上学科类等违规
变异培训行为；抓好培训内容政治安
全保障、抓好培训场地消防安全保
障、抓好培训环境防疫安全保障、抓
好培训收费资金安全保障。不断提
升课后服务质量；研究推动学校课堂
教学水平有效提升、创新推动学校课
后服务质量有效提升、优化推动学校
托管能力有效提升。

我省暑期“双减”

通过网络平台违规变异培训 整治！
生活报讯（记者吕晓艳）记者从省人社

厅获悉，2022年，我省设置776个“三支一
扶”岗位，选拔招募普通高校毕业生到基层
从事支教、支医、支农和帮扶乡村振兴服
务。

据悉，今年的岗位设置进一步强化拓宽
渠道、重点帮扶的导向，776个岗位中有314
个岗位不限专业，269个岗位专科生可报名，
脱贫、边境和民族县区岗位占比超过三分之
一。招募公告将于7月6日左右在黑龙江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官网（http://hrss.
hlj.gov.cn/）“三支一扶”业务专栏发布；网上
报名将于7月11日至15日进行。

我省“三支一扶”
网上报名将开始

哈医大二院心血管病医院院长哈医大二院心血管病医院院长、、
心内科主任于波教授主持开幕式心内科主任于波教授主持开幕式

生活报讯（实
习生郭佳鑫 记者吕
晓艳）近日，生活报
记者从哈尔滨工程
大学获悉，在第十三
届挑战杯大学生创
新创业大赛中，哈工
程动力与能源工程
学院学生团队的“绿
碳循环——餐厨垃
圾无害资源化处理
装置创造者”项目获
得黑龙江省金奖。
记者采访了团队负
责人乔木，了解了项
目研发的过程。

据悉，餐厨垃圾中蕴含不菲的生物
质能，具有极大的再利用价值，但目前主
流的处理方法是直接填埋或焚烧，而焚
烧过程中产生的“二恶英”等有害气体释
放到空气中，会对人体造成危害；直接填
埋没有进行无害化处理，残留大量的细
菌、病毒，还潜伏着沼气、重金属污染等
隐患。

乔木团队采用先进的设计理念，在
已有处理装置的基础上推陈出新，设计
了一款餐厨垃圾全量资源化处理装置，
极大程度地解决了餐厨垃圾处理不完
全、不环保的问题。在团队的努力下，大
量未妥善处理的餐厨垃圾通过处理装置
均能够实现无害化、绿色化的转变，达到
了变废为宝、节能减排的目的。

推陈出新实现变废为宝

“在调研初期，我们发现餐厨
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过低，而国家
正在大力推广餐厨垃圾资源化利
用，因此我们决心设计一款针对
中国餐厨垃圾处理市场的全量资
源化处理设备。”项目初期，团队
先敲定了设备的运行流程，固液
分离装置+油水分离装置得到油
分、固分及水分，并通过酯交换
法、水热碳化法分别对油分及固
分进行处理，得到生物柴油及生
物炭，最后对水分及其他废气通
过反应液进行处理。

“第一次整机实验安装好装置

后，我们一人拎着一袋垃圾往实验
室走，那时候还是夏天，垃圾的气
味直冲脑门，戴着口罩都拦不住。
因为是第一次实机实验，大家都很
紧张，随着设备启动，我们见证了
亲手设计的餐厨垃圾处理设备将
垃圾脱水、分油的过程。”乔木团队
对固份及水分进行了取样并进行
了检测，结果表明，装置处理效率
可达到8.4立方米/小时，垃圾残渣
被反应液全部处理掉，固体体积减
量40%，油水分离率超过80%。在
预处理反应3小时后，得到了首批
水热炭，确定实验成功。

首次实验成功 油水分离率超80%

在一年多的研发时间里，团
队成员们日以继夜对设备参数的
调试和技术手段进行革新，目前
已初步建立了专利支持，产品正
处于系统优化及推广阶段。在产
品研发方面，预处理功能已基本
完备，后处理体系构建方案已制
订完善，正在开展性能模拟验
证。在产品生产方面，预处理装

置块已得到性能验证并可小规模
生产，实际产品已通过环境管理
体系、质量管理体系等多项认证。

据了解，目前团队已完成对
市场及客户群体的初轮调研，且
已于哈尔滨多家饭店投入使用并
获得优秀反馈。此外，团队已与
宝云轩酒店签订意向订单，销售4
台产品，总价达70万元。

产品已投入使用

变餐厨垃圾为生物柴油和炭

哈工程学生团队凭这一项目创收7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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