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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全省疫情防控政策解读来了

密接、入境人员
隔离管控时间调整为“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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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新区燃气热电项目年减碳48万吨

预计年底新区居民可享燃气供暖 A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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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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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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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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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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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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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记者李丹）6月21日，牡丹
江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开展了“福彩圆梦
——情系困难中学生”公益活动，资助金发
放仪式在市第二高级中学举行。此次活动
为全市家庭困难、品学兼优的30名中学生
进行资助，资助金额为每人2000元。

活动中，受助学生代表的发言，真挚地
表达了感谢之情和努力学习之志，福利彩票
的资助，不仅是经济上的，更是精神上的鼓
励和鞭策，面对学习生活，要不断提升自己、

超越自己，有专业所长、有眼光、有创造力，
以健康的身心迎接困难及挑战，为将来走向
社会服务他人奠定夯实的基础。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青少年的
健康成长是国家和民族兴旺发达的希望所
在。多年来，福利彩票始终坚持把捐资助学
作为福彩公益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展了
一系列助学圆梦活动，在全社会形成了扶贫
帮困的良好氛围，进一步彰显了福利彩票的
公益初心和使命。

牡丹江市福彩中心

开展“福彩圆梦——情系困难中学生”公益活动

生活报讯（记者李丹）近日，黑龙江省
福彩中心技术部工作人员深入佳木斯市，
对全市投注机设备进行年度巡检工作。

按照疫情防控要求，佳木斯市福彩中
心领导高度重视、周密安排，在市中心技术
人员的配合下，采取多点、分散、错时方式
在市区和县（市）同时开展。工作人员对投
注机进行除尘、维护、保养，排除安全隐患，
对磨损严重的投注机进行相应部件的维修
及更换。在做好维保工作基础上，对所有
在售投注机的光电扫描仪进行维护，保证
所有投注机的外配扫描仪能够正常使用。
在维保现场教福彩代销者如何定期除灰及
打印机清理，为电脑票自助兑奖和即开票
销售做好保障工作，确保各个销售场所投
注机正常运行。

省中心技术巡检组还对市中心技术人
员和专管员进行了业务培训，对机器怎样
日常保养检修、经常出现故障的机器进行
故障判断维修、检查设备电路是否安全进
行了相应的指导。

技术人员下基层“义诊”
检修投注设备

3日晚，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
游戏进行第2022075期开奖。当
期双色球红球号码为01、02、04、
25、26、30，蓝球号码为10。

当期双色球头奖6注，单注奖
金为791万多元。这6注一等奖花
落5地：上海1注，山东2注，河南1
注，广东1注，广西1注。

二等奖开出78注，
单注金额 28 万多元。
当期末等奖开出1222
万多注。

当期红球号码大小
比为3:3，三区比为3:
0:3；奇偶比为2:4。其
中，红球开出两枚斜连

号04、30；一枚隔号26；一组偶连
号02、04；两组二连号01、02、25、
26；蓝球则开出10。

当期全国销量为 3.79 亿多
元。计奖后，双色球奖池金额为
19.46亿多元。下期，彩民依然有
机会2元中得1000万。

据中彩网

双色球头奖6注791万
奖池19.46亿

生活报讯（记者于海霞）“危
险！赶快回来！不能再往前走了。”
2日，齐齐哈尔市拜泉县遭遇强降
雨天气，齐齐哈尔市公安局交警大
队直属中队的民警来到辖区低洼路
段巡逻。17时许，当民警行驶至永
勤乡新民村路段时，发现一名中年
男子竟然向着齐腰深的水中走去，
无论民警怎么喊都不回头。

“快过去，拦住他！”中队长李宝
对民警说，几人立即追赶到男子身
边。“你不要命了，那边地势低，水不

知道有多深？”李宝对男子说。“警察
同志，我女儿还在那边，被困在水
里，我得去救她。”男子一边抹着脸
上的雨水，一边焦急地对民警说：

“暴雨来的突然，正在外边玩的女儿
被困在几百米外的拖拉机上。”

“你一个人过去太危险，咱们手
拉手一起走！”李宝说完，就拉着队
员们的手，与男子一步一步向深水
处走去。水已经齐腰深，行走阻力
太大，民警们为了提高速度，甚至把
头扎进水里，用近乎游泳的方式前

进。警服已经全部湿透，皮鞋也不
知道甩到了哪里……

10米、20米、100米……大家
手拉手一起在水中前进，终于，在水
差一点就淹没拖拉机的时候，民警
们赶到了。看到父亲和警察，小女
孩似乎一下子放松下来，张开双臂
迎接民警的怀抱，所有人都松了一
口气。

民警将小女孩转移到安全地带
后，又转身向深水处走去，将其他被
困车辆里的市民安全救出。

那个被困拖拉机上的小女孩

别怕！爸爸和警察叔叔来救你了救你了

生活报讯（徐旭 记者周琳）近日，
哈医大一院群力院区骨科一病房裴刘
宝教授团队成功为一名因巨大腰间盘
突出引发脊柱侧弯、腰腿痛长达一年

无法睡眠的小齐摘除髓核，解除病痛。
一年前，身高1.8米、体重210斤

的小齐在加拿大留学时，突然感觉腰
部伴腿部疼痛，由于特殊原因及国外
预约就医等限制，整整一年也没能得
到医治。一年中，他腰部疼痛逐渐加
重。而且，小齐发现背部从挺拔的状
态逐渐变成了明显的“S”型。最令他
难以忍受的是，夜里腰腿疼得不敢平

躺睡觉，他以为得了脊柱侧弯，需要开
刀大手术，在脊柱上打钉进行矫正。

终于，小齐顺利回国，第一时间来
到哈医大一院。裴刘宝在查体中发
现，小齐的腰疼并不是脊柱弯曲，而是
源于巨大腰间盘突出，神经压迫严重，
疼痛也尤其明显。“压迫时间越久，恢
复起来就越困难，甚至会导致双腿瘫
痪等，需要尽快进行手术治疗。”裴刘

宝为小齐制定了UBE单侧双通道脊柱
内镜微创技术治疗方案并进行手术。

可是，手术过程并不像预期那么
顺利。由于小齐体重超重，间盘突出
程度较重，给手术增加了很大难度。
最后，医生成功为小齐实施了手术。

手术时，小齐的腰疼症状就得到
明显缓解，脊柱侧弯也逐渐好转。术
后，小齐终于敢平躺着睡觉了。

男子腰腿痛一年致“S”型身材
竟是严重腰间盘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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