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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天池）为快速消除冬
季给城市环境造成的影响，巩固疫情防
控成果，即日起，哈尔滨启动春季环境综
合整治工作，对城市环境大扫除，全面消
灭背街背巷、出入城口的脏乱差问题，加
大对各种城市设施的消杀防疫，为城市
梳妆打扮的同时彻底消灭病菌滋生的环
境基础。

日前，哈尔滨市城管局对全市春季应
对疫情环境综合整治工作进行部署。城市
环境卫生要做到干净透亮，对背街背巷、城
乡结合部、城中村的污冰残雪、垃圾杂物，
进行快速清理清运。对容易藏污纳垢滋生
病菌的桥下空间、垃圾站点等重点部位进
行全面清理消杀，确保清根见底、干净整
洁，消除病菌滋生传播的环境基础。对城
市街路广场、马路护栏、果皮箱等城市家具
进行全面清扫消杀，把积攒了一冬的灰尘
清洗干净，同时切断病毒传播渠道。在城
市大扫除中做到全面、彻底、无死角。

针对冬春交季的时节最容易出现道路

冻胀翻浆、破损或者高低起伏等问题，为保
障行人车辆通行安全顺畅，哈市全面开始
道路设施维护，启动道路“平整工程”，对全
市沉降、破损、翻浆道路先进行简易维修，
保持平顺不影响通行，待冻土全面融化后
再进行全面维修。为了提升效率，哈市将
采取快速反应机制，各城区城管道桥部门
将全面巡查辖区内路面平整情况，巡查中
发现路面问题当即进行修复。

春季气温回暖，各种非法占道经营行
为也开始“抬头”。哈市城管执法部门将对
占道经营、店外摆放等乱象进行集中整治
和长效打击。

城市的各个垃圾站、垃圾转运间、垃圾
收运存放点是防疫环节的重中之重。全市
将对这些垃圾站、垃圾转运间、垃圾存放点
进行集中的清理与消毒。同时，对其周边
环境进行集中整治消毒。彻底消灭病毒滋
生传播的渠道，巩固防疫成效。

南岗区城管局清扫保洁一队机械作业
队在作业。 本报记者 荆天旭摄

彻底消杀巩固防疫成效不留死角

今春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全面升级

□文/摄 李白石 本报记者 刘瑞

可远眺松花江，室内如春般温暖。
每个房间里，鲜花、水果、消毒用品、健身
瑜伽垫一应俱全……

随着 3月 18～22日黑龙江省五支援
鄂医疗队的陆续返程，目前共有160名哈
市援鄂医疗队成员在江北 JW万豪酒店
进行隔离休养。为确保医疗队员安心休
养，由哈尔滨市总工会牵头的支援湖北
医疗队员疗休养工作组为白衣天使们提
供了一系列关爱服务，让他们真正感受
到了家人般的关心和温暖。

白色奶油、新鲜草莓，一个生日蛋
糕，看在眼里、甜在心里。23日中午刚
过，酒店的工作人员就忙碌了起来，他们
要为一名医护人员过生日，还要为另一
名医护人员补过昨天的生日，大家格外
地用心。市总工会还特意嘱咐，要给医
护人员一个惊喜。于是，趁着一个空当，
工作人员悄悄地把蛋糕送到了医护人员
的房间。

记者了解到，为一解白衣天使们对
家乡味道的想念，疗休养工作组还与酒
店餐饮部门结合春季健康饮食的理念，
共同制定了14 天不重样的美食菜谱。

第一天：萝卜炖牛腩、红烧松花江鲤
鱼、芝士焗青口、香喷喷的烤串。

第二天：齐市烤肉、油焖大虾、京葱
爆羊肉、蒜香蒸鳕鱼、油豆角排骨、特色
麻辣烫。

酒店工作人员孙琪向记者介绍：“我
们考虑到大家会想念家乡菜，所以前三
天都安排了家乡菜。接下来我们会根据
医护人员的需求和身体状况，随时调整
每日餐食的菜品和种类。”

在合理搭配好膳食的同时，疗休养工
作组还组织专门的医护人员每天对支援
湖北医疗队员进行体温监测、呼吸道等症

状询问，并做好相关记录，为每人建立健
康档案。同时，配备了专业的心理医生，
为医疗队员进行心理健康咨询与疏导。

据疗休养工作组负责人介绍，目前
驻地酒店共有八十多名员工为在此休养
的医护人员提供服务，随着更多的援助
湖北医疗队医护人员陆续回哈，服务人
员还会相应增加。“目前 160名白衣天使
身体和精神状态良好。我们会及时了解
并满足医护人员的各项需求，为他们提
供舒适的休息和生活环境。”

休养驻地为援鄂医护人员提供的营
养美食和鲜花。

健康监测 心理疏导 多样美食

英雄凯旋“回家”服务暖胃暖心

□文/摄 纪云鹏 本报记者 刘瑞

21日下午 3时 45分，飞机在哈尔滨
太平国际机场着陆的那一刻，59岁的魏
凤兰感到从未有过的轻快，那是一种胜
利完成任务后的踏实和喜悦。

魏凤兰是哈尔滨嘉润医院重症医
学科主任医师，是全省民营医院第一支
援鄂医疗队 10位之一。她也是我省第
三批援鄂医疗队员中年龄最大的一位。

作为一名从企业医院退休后在民
营医院返聘的医生，为了能上前线，她
几次请战，终于如愿以偿。2月12日，她
跟医疗队奔赴孝感，投入战“疫”最前线。

刚到汉川市人民医院那几天，魏凤
兰负责的病区里，危重症患者情况一个
比一个复杂。每天穿戴着厚厚的防护设
备，魏凤兰在隔离区里经常超过 6个小
时，脸上被口罩和防护镜造成的压痕久
久不退。

在经过近10天满负荷工作后，魏凤
兰又被调到汉川人民医院的新病区。由
于陆续收进患者，新病区的床位很快就
住满了。患者多了，魏凤兰每天进去查
房的时间就要延长，“防护服穿时间长
了，憋闷，话说多了，就喘不过来气。遇
到这种时候，我就赶快停下来，缓一下。”
面对身体上的不适，魏凤兰没有丝毫退
缩，“人生病了，又没有家人陪伴，患者的
内心肯定是恐惧无助的，这种时候最需
要医生的抚慰。”每天查房，她都会俯下
身跟患者们交流，有时候边说边握住患
者的手。

援鄂38天里，魏凤兰经历了压抑与
疲惫，也感受着温暖和希望。“看着一个
个重症患者转为轻症，一个个患者治愈

出院，作为医生，还有什么比这更欣慰的
呢。”魏凤兰说。

“听说我们完成任务要撤离了，酒店
给我们每人一兜荸荠，是当地农民刚刚
挖出来的，还带着湿乎乎的泥土，特别清
香。”说起返程的情景，魏凤兰依然激
动。“21日一大早，我们就被汉川人民的
热情包围了。医院门前都是早早来送行
的人们，很多治愈出院的患者拉着医护
人员的手，有的不住鞠躬，难舍难分让人
动容。早上 9点多从酒店出发，一直到
上机场高速，长长的这段路上，感觉所
有的汉川人都出来了，他们站在马路两
边与我们挥手告别，所有路过车辆统一
鸣笛，我们队员坐在车上一边挥手一边
流泪！”

在汉川的日子，总有人问魏凤兰同
样的问题：“你都已经退休了，为什么还
来呀？”“湖北急需医生，84岁的钟南山
院士都能上前线，我才 59岁，有什么理
由不来呢？”魏凤兰说，援鄂战“疫”的 38
天，是她最难忘、最有意义的人生经历。

魏凤兰在汉川医护一线。

退休医生魏凤兰

难忘援鄂38天
□文/摄 本报记者 刘莉

21日，对于沈立海夫妇是个开心的
日子，因为儿子沈伟琛自 2月 12日出发
驰援湖北省孝感汉川市医护一线，终于
胜利凯旋了。

“今天，汉川的天格外蓝，树绿得发
亮，这个城市正在从噩梦中慢慢苏醒。
我想高歌一曲，表达我满腔的快乐；也
想大哭一场，释放 38天来的压抑。再
见，汉川，我的心永远和你们在一起。”
这是沈伟琛所在的龙江支援孝感医疗
队离开汉川时，看到路两侧自发送行的
汉川市民挥手道别时发的一条朋友圈。

56岁的沈立海，是哈尔滨香和小学
副校长，主管教学工作；他的儿子沈伟
琛，是哈尔滨第一医院急诊科的护士。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沈立海父子一
个在后方哈尔滨志愿夜守卡点，一个驰
援湖北孝感医护一线，成为名副其实的
战疫“父子兵”。

扎根农村教育30多年如一日，沈立
海从未叫过苦累，用他的话说“看到这
些农村孩子来到学校读书，心就特别踏
实。”即使年过半百，当社区卡点征招志
愿者时、当献血号召发布时，沈立海不
假思索地报了名。

沈立海多年的身体力行，在儿子沈
伟琛的心里种下了榜样的种子。当湖
北疫情前线医护人员告急时，沈伟琛第
一时间报名。最终医院报名的300多人
里选中6人驰援湖北省孝感汉川市人民
医院重症病区，沈伟琛光荣地成为“六
分之一”。“我和他妈妈都支持他去援鄂
一线，国家有难匹夫有责，身为医护人
员考验职业操守的时刻必须挺身而出、

迎难而上。”回忆起儿子沈伟琛报名援
鄂时的心情，沈立海印象深刻。

从 2 月 12 日晚抵达汉川后，沈伟
琛作为骨干护士，带班“战友”们便争
分夺秒地展开了救护工作。 3 月 18
日，他更是在汉川的战疫前方，光荣地
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预备党员。
当天，沈伟琛发给爸爸这样一段话：“当
宣誓时，我的心砰砰地跳动，既激动又
兴奋，左手握党章、右手高举拳头，入党
誓词字句都是那么有力。我暗下决心，
汉川战‘疫’还在继续，我一定站好每
一班岗。”

儿子沈伟琛在汉川的战疫已经结
束，而父亲沈立海的志愿值守还在继
续。24日早 7时刚过，沈立海从位于成
高子镇东升村的家中出发去往十里以
外的香和小学，在那里他要对学校内外
整体消杀两遍，再统计上报所有教师及
学生情况；下午 4时沈立海回家稍作休
息，到离家20公里的香坊区铁东街道气
象台社区曹家楼卡点值守夜岗。

父子俩视频连线相互鼓劲儿。

一个驰援汉川 一个值守冰城

“父子兵”共战“疫”

本报讯（记者李健）日前，记者从
哈尔滨市人社局获悉，哈市首批 117
家中小微企业线上申领的 2019年度
稳岗补贴已到账。首批发放的
154.68万元稳岗补贴惠及企业职工
1200人，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中小微
企业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造成的生
产经营困难，进一步支持中小微企业
共克时艰。

据了解，自申领工作启动以来，
市失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总计审核
通过 1653户中小微企业，审核金额
4298万元，其中包括 11户困难中小
微企业申请的758万元，后续批次的
稳岗补贴也将于近期陆续发放。按
照《关于印发落实新型肺炎疫情防控
期间帮扶中小微企业稳岗返还政策

的实施细则的通知》要求，对不裁员
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返还其上年度
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 50%。对于
面临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且恢复有
望、坚持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中小
微企业，返还上一年度6个月的企业
及其职工应缴纳社会保险费的
50%。进一步调低申报门槛，将企业
裁员率标准由 3.51%放宽到 5.5%，对
参保职工 30人（含）以下的企业，将
裁员率放宽至不超过企业职工总数
的20%。

据悉，稳岗补贴已完全实现线上
申报、线上拨付的全程不见面申领，
建议已经复工且符合条件的中小微
企业尽快在哈尔滨市政务服务进行
线上申报。

首批117家中小微
企业稳岗补贴到位

本报24日讯（记者李天池）24日
上午，哈尔滨市农民劳务输出对接仪
式在世纪百合广场举行。记者从仪
式上获悉，截至20日，哈市已输出农
村劳动力85.1万人，其中，省内53.59
万人、省外31.51万人。

据介绍，哈尔滨充分发挥 6 个
主城区产业集聚、用工需求旺盛的
优势，深入开展供需对接活动，为企
业用工和农民务工创造便利条件、
提供精准服务。通过哈尔滨 6个主
城区与 12个区、县（市）农民劳务输
出对接活动，解决哈市 6 个主城区
生产企业用工荒，解决 12 个区、县
（市）广大农民工因疫情影响外出务
工不便，成功对接近 400人，实现就
地、就近、就业，加快推进全市农民

劳务输出工作。
同时，哈市还组织开展“农民

劳务输出周”活动，利用一周时间
输出务工农民 20.98 万人。呼兰、
巴彦、通河、木兰、尚志等地也都分
别组织了“点对点”“一站式”输送
服务工作。

截至 20 日，哈市采取“点对
点”包车省内送行 1898批次、11163
人，省外送行 1541 批次、8923 人。
同时，哈尔滨市将进一步当好后
盾，加强援企稳岗服务，积极为广
大务工人员跨区域流动就业搭建
平台，帮助企业协调解决水电气
热、物流运输、防疫物资、融资担
保等各类保障问题，支持企业不断
发展壮大。

哈市输出农村劳动力85万人

本报讯（记者薛婧 李爱民）为进
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建设项目环
评审批效能，加快推进项目建设，近
日，哈尔滨新区管理委员会发布并实
施《哈尔滨新区江北一体发展区环境
影响评价制度改革实施意见》（简称
《意见》）。《意见》发布免于环评管理
的建设类型目录，涉及 26大类 85项
类型，是目前国内覆盖面最广、项目
类型最多的“豁免名录”。

《意见》坚守生态环境底线，强化
分类管理，对生态环境影响大、环境
风险高的行业和项目，制定审批负面
清单，实施重点监管，严格环评审批
和审查；对生态环境影响小、风险低
的建设项目，制定正面清单，豁免环
评手续。

随《意见》发布的“豁免名录”涉
及产业类、社会服务类、基础设施和
污染治理类等26大类85项类型。“豁
免名目”中，“城市桥梁”按国家要求
需编制报告表，针对新区内陆水系

多、水体不敏感，跨内河桥梁均给予
豁免；黑臭水体治理、居民区及农村
垃圾收集储运、小规模的农村污水治
理工程，锅炉煤改气、仓储物流（不涉
及有毒有害、危险化学品）、停车场等
项目均免于环评手续。所谓“豁免”，
即建设单位不需要编制环评文件，也
不需要办理环评审批或备案手续，此
举将大大减少相关企业建设的经济
成本和时间成本。

《意见》明确实施规划环评与项
目环评联动举措。在已完成区域规
划环评且相关措施落地的区域，建设
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手续予以简
化。环境影响报告表实行告知承诺
制，简化环评文件编制内容和共享环
境数据。

同时，大力简化建设项目的环评
审批程序，清理前置要件和优化总量
管理、建立容缺容错机制、实施网上
在线备案、环评审批绿色通道、压缩
环评办理时限。

哈 尔 滨 新 区 实 施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改革

本报讯（记者邢汉夫）记者从哈
尔滨市交通运输局获悉，为配合南岗
客运站周边区域老城区改造、地铁建
设和地下管网施工，缓解中心城区交
通压力，3月 25日零时起，南岗公路
客运站客运班线及客运班车整体迁
移至哈西公路客运站运营，原南岗公
路客运站同步关闭，终止营业。

据了解，此次迁移共涉及 84家

客运企业、车辆 489台、线路 104条、
班次 570.5个。线路主要辐射全省
13个地市，北京、辽宁、吉林、山东等
地及海参崴国际线路。

有需要从南岗公路客运站到哈
西公路客运站乘车的旅客，可乘坐
96路或 11路公交车前往，请广大市
民和旅客提前做好出行安排，避免耽
误行程。

南岗公路客运站永久关闭
104条客运线路整体迁至哈西公路客运站

本报讯（姜峰 吴凡 记者马智
博）记者从哈尔滨市交警部门获悉，
为配合齿轮路地道桥拆除工程施
工，4月 1日至 8月 25日，相关部门
将分阶段部分封闭齿轮路的交通，
并对施工区域周边道路交通流量进
行调整。

据介绍，齿轮路交通将进行如
下调整：4月 1日至 6月 30日，将部
分封闭齿轮路西侧地道桥交通，取
消齿轮路与东方大街交叉口红绿灯
控制模式，禁止由齿轮路往东方大
街方向左转弯。左转弯车辆可经东
方大街与永兴路交叉口掉头通行，
或提前通过城乡路、和谐大道绕
行。6月 30日至 8月 25日，将封闭

齿轮路地道桥路段双向的交通。期
间，途经车辆可从地道桥西侧临时
便道双向通行。

又讯 为配合省“百大项目”京
抚公路（G102）改扩建工程施工，保
障施工期间的交通安全，4月起，相
关部门将临时封闭G102国道（上跨
京哈公路）分离桥部分交通。据介
绍，G102国道部分交通将做如下调
整：4月 1日至 9月 30日，临时封闭
G102 国道（上跨京哈公路）分离桥
双向交通。道路封闭期间，来往哈
尔滨与双城车辆可从学府东路、
G102 国道、珲春路或大连北路、松
花路绕行。朝阳镇部分居民可从新
平路、松花路绕行。

4 月 起 齿 轮 路
部分交通分阶段封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