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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石狮人
5月要注意这些传染病

便民动态：

本报讯 进入5月，阵发性降水和

高温炎热天气交替出现，高温潮湿环

境下细菌更容易迅速繁殖。根据我

市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

数据，市疾控部门评估，未来一段时

间内，石狮本地需特别注意“手足口

病”“流行性感冒”以及“流行性出血

热”的预防。

手足口病：
今年疫情明显高于去年同期

手足口病是儿童常见的传染病，

大多数患儿预后良好，少数患儿可发

展为重症病例，出现并发症及后遗

症。记者从石狮市疾控中心了解到，

手足口病的病原体主要由一组肠道

病毒引起，近期以其他肠道病毒、柯

萨奇病毒A组16型（Cox16）最为常

见。主要通过粪口途径传播、呼吸道

飞沫传播以及接触传播，常可发生于

幼儿园和托幼机构，造成集体感染和

家庭聚集发病，有时可在短时间内造

成大范围的流行。

根据我市疫情风险研判，今年的

手足口病疫情明显高于去年同期，不

排除5月出现暴发疫情的可能，应强

化免疫接种，重视重症病例的识别和

救治工作。

市疾控中心提醒，预防手足口

病，家长和老师们应做好以下措施：

1.≥6月龄的易感儿童建议接种

手足口病EV71疫苗，且越早接种越

好，并在12月龄前完成接种程序，以

便尽早发挥保护作用。5岁以上儿童

则不推荐接种。2.学校应落实晨检和

午检制度：发现发热、出疹等症状的

学生和幼儿，应立即通知家长尽早送

至医院就诊。3.学校做好因病缺勤及

病因追查登记报告工作：发现发热、

出疹病例异常增多应及时报告当地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教育行政部门。

流行性感冒：
近期活动水平仍然较高

流行性感冒（简称流感）是流感

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感染，也是一

种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的疾病。其

主要通过空气中的飞沫、人与人之间

的接触或与被污染物品的接触传

播。典型的临床症状是：急起高热、

全身疼痛、显著乏力和轻度呼吸道症

状。

根据研判，近期我市流感活动趋

势总体上已经下降，但流感活动水平

仍然较高。学校、托幼机构等集体单

位依然会聚集性暴发疫情。

市疾控中心提醒，学校可通过晨

午检，早发现，早隔离。平日里，可以

常通风、勤洗手、戴口罩、接种流感疫

苗等方式，预防控制流行性感冒。其

中，接种流感疫苗是其他方法不可替

代的最有效预防流感及其并发症的

手段。疫苗需在每年9月至次年3月

接种方能获有效保护。

流行性出血热：
通过科学灭鼠和良好卫生
习惯防控

流行性出血热是由汉坦病毒引

起的一种自然疫源性疾病。出血热

病例以青壮年人群为主，不仅对市民

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危害，而且

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已经

成为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

据市疾控中心专家介绍，流行性

出血热的传染源主要是小型啮齿动

物，包括野鼠及家鼠。病毒能通过宿

主动物的血及唾液、尿、便排出，鼠向

人的直接传播是人类感染的重要途

径。

市疾控中心提醒市民做好预防

措施，通过综合治理，科学灭鼠，有效

降低鼠密度。要在全市范围内广泛

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搞好环境卫

生的整治，消除鼠类栖息、繁殖和活

动的条件。有效降低鼠密度，切断流

行性出血热的传播途径。市民平常

要做好食品、环境、个人卫生，养成良

好的卫生习惯，不吃生食、不喝生水，

隔夜饭菜要煮透后方可使用。图为
医护人员正在为适龄儿童接种疫苗。
（记者 谢艳 李荣鑫 通讯员 吴

佳亮）

蚶江卫生院：

医师授课，普及自救互救知识

本报讯 今年5月12日是第11

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提高灾

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在防灾减灾宣传周期间，石狮市

卫生健康教育局、蚶江镇人民政府联

合举办“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

命安全防线——自救互救知识培训”

活动。蚶江镇卫生院主治医师通过

图文授课，详细讲解心肺复苏术的程

序和步骤。急救助教团队则指导群

众现场操作练习，帮助群众掌握急救

知识及提高紧急处理能力。现场群

众积极互动，反响强烈。

（记者 谢艳 通讯员 林丽婉）

本报讯 近日，石狮市“凤

翔”爱心篮球公园正式投用。值

得一提的是，该公园举办比赛的

第二个夜晚，便举行了一场拍卖

活动，拍卖物为石狮球星陈荣仁

亲笔签名篮球。

活动在市篮球协会两位副

会长的竞拍中拉开帷幕，而随着

竞拍“落槌”，石狮市慈善总会也

收到了首笔5000元的爱心款。

记者走访发现，接连几日，

爱心篮球公园里欢呼声一波接

着一波，观众激情四射，现场氛

围活跃。据悉，在篮球公园落成

启用之际，主办单位举办了多场

别开生面的“凤里商会杯”篮球

友谊赛，并邀请相关部门、街道

相关单位参与。

但与往常篮球赛所不同的

是，这次比赛过程中，不仅穿插

进行了明星球员签名拍卖，还有

慈善物品拍卖、现场捐款等募捐

活动，所得款项均将捐赠给石狮

市慈善总会账户。记者获悉，爱

心篮球公园今后也将充分利用

篮球运动参与者众多、群体大、

辐射广的特点，将篮球运动与慈

善事业适度融合，弘扬乐善好

施、扶贫济困等传统美德，倡导

慈善理念，传播慈善文化，彰显

石狮人向善向美的人文情怀。

（记者 谢艳 通讯员 蔡婷婷）

本报讯 5月10日，石光中

学66至68届的112位校友相

约，走进宝盖镇杆头革命历史

纪念馆，学习革命历史，缅怀可

歌可泣的英雄革命先辈，接受

不忘初心的爱国主义再教育。

宝盖镇老促会会长施文体

参与此次活动的组织，并为老

同学们仔细讲解了发生在杆头

一带的革命故事以及纪念馆创

办的历程。“活到老，学到

老，历练生命到老，接受教

育到老。”一位老同志表

示，大家都年已七十左右，

参观完纪念馆感触很深，深

深地体会到祖国“从站起

来、富起来到强起来”这一历

程的艰辛。

（记者 林智杰 通讯员 李

永艺 蔡雅霜）

本报讯 日前，蚶江镇政府、蚶江镇关工委在镇

青少年活动中心举办小学生橡棋联赛。据悉，该活

动共有来自蚶江镇所属11所小学及青少年校外活

动中心的12个单位的64位选手参赛。

64位选手分为甲、乙两组进行对决。经过激烈

角逐，最后有24位同学获得名次。洪窟小学、莲埭小

学获得1至3年级团体第一名；洪窟小学获得4至6

年级团体第一名。 （记者 兰良增 通讯员 纪荣海）

本报讯 5月10日，湖滨街道关工委、玉湖社区

关工委、新湖中心小学、玉湖社区青少年社会教育

活动中心联合开展的“祝福祖国 兴我中华——‘中

华魂’”主题宣讲活动在玉湖社区会议室举行，新湖

小学五年级师生300多人到场听讲。市关工委常

务副主任杜灿辉主讲。

宣讲中，杜灿辉深入浅出地讲述了党的历史，

告诉孩子要铭记历史，以史为鉴，并以讲故事的形

式让孩子们深知要学会感恩，要从身边的小事做

起，让自己从小做一个优秀的人。之后，湖滨街道

关工委将在辖区内的小学继续开展这一主题的教

育活动。 （记者 陈嫣兰）

本报讯 5月9日，湖滨街道长福实验小学“未

成年人保护联盟”启动仪式暨预防校园欺凌讲座在

该校多功能厅举行。市教育局、检察院、湖滨派出

所、市交警大队七中队、湖滨城管办、长福社区巡防

队、湖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长福小学等单位携手

成立“未成年人保护联盟”。

启动仪式上，各级领导肯定了长福小学各项工

作尤其是安全工作所取得的成绩的同时，也对该校

提出了新的期望。随后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了

全市市级“未成年人保护联盟”的创建情况及取得的

成效，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法真正关爱、保护未成年

人。市检察院检察官还给师生带来了一堂“向校园

暴力说不”的预防校园暴力讲座。 （记者 陈嫣兰）

本报讯 日前，石狮市“关爱孕

产妈妈 关注孕产健康”主题系列活

动之“孕妈成长营”公益讲座走进灵

秀镇第二中心幼儿园。

本次活动由市计划生育协会、市

卫生健康局主办，灵秀镇计生协会、石

狮市妇幼保健院、灵秀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灵秀镇第二中心幼儿园、钞坑村党

委等联合协办。活动邀请了石狮市妇

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医生，给家长授

课。医生以“0~3岁营养饮食管理”为

主题，结合多年的临床经验，系统地讲

解了0~3岁儿童发展营养管理方面的

知识，纠正了错误的育儿观念和方法，

并提出了解决的办法。不少家长表示，

讲座让大家受益匪浅。当天活动还结

合第26个“世界地贫日”，以“地贫难治

但可防 婚检孕检来预防”为主题，开展

“世界地贫日”宣传等。

（记者 王文豪 通讯员 吴珊

莉 卢逢亮）

公益讲座走进灵秀

本报讯 近日，锦尚镇召开2019

年基层党建工作例会。会上，锦尚

镇分发基层党建责任清单，要求各

责任人落实到位，确保基层党建工

作有序管理。

据了解，锦尚镇全面查找镇、村

党建制度执行方面的短板，制定“清

单式”党建工作列表，将每名成员的

具体工作均予以明确。锦尚镇要求

各村对日常党建工作进行规范化管

理，对台账、党员日常管理等业务进

行规范。同时，锦尚镇通过划定责

任清单，从制度层面解决基层党建

工作“谁来抓、抓什么、怎么抓”的问

题，确保基层党建工作有条不紊地

推进，形成层层有落实的党建工作

新格局。

（记者 邱育钦 通讯员 邱章铭）

锦尚列出党建责任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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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关注

本报讯 连日来，市卫生局卫生监
督所执法人员联合市检测质控中心

专家对我市5家民营医院、1家

民营门诊部进行专项督查，

进一步规范我市医疗秩

序，打击和整治“医疗诈

骗”“虚假宣传”等医疗

行业乱象，切实维护人

民群众健康权益。

本次重点对各医疗

机构的医学检验科室进

行监督检查，查看医务人员

是否取得相应的资质，是否超

范围开展医学检验，是否与委托检

验单位签订合作协议书，是否违规

出具虚假检验、检查报告。通过针

对性、深入细致的检查，发现一家医

疗机构在为患者高某开展某项血液

检测的过程中，未严格按照相关医

学检测规范进行检测而出具检

测报告，存在涉嫌违规出

具虚假检验报告的行

为，对此，执法人员依

法进行立案调查。

下一步，市卫生

局卫生监督所将按照

上级部门的部署及我

市医疗乱象专项整治

行动方案要求，结合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持续开

展为期1年的医疗行业乱象专

项整治，严厉打击各级各类医疗机构

各类违法违规执业行为，建立“黑医

疗机构”长效常治监管工作机制，维

护正常医疗秩序。

（记者 谢艳 通讯员 颜贻望）

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

开展医疗行业乱象专项整治
净化医疗行业环境

本报讯 日前，石狮市湖滨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及辖区医疗机构工作人员

开展消防演练，进一步强化机关工作

人员消防安全意识，提高火灾逃生自

救和处置初期火灾的能力和技巧。

现场对如何逃生、灭火器的使用

等消防知识进行了详细讲解，阐述消

防应急演练的重要意义，随后还举行

灭火实战演练。湖滨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的干部职工运用掌握的消防知

识和技能，使用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短时间内成功扑灭“火情”，演练过程

紧张而有序。

（记者 谢艳）

湖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开展消防演练
凤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鸿山镇卫生院：

开展医德医风专项整治
和廉政警示教育

本报讯 为加强医德医

风建设，纠正医药购销和医

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建立优

质服务长效机制，营造风清

气正、高效廉洁的医疗服务

环境，日前，凤里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鸿山镇卫生院召开

医德医风专项整治暨廉政警

示教育工作。

会议传达石狮市卫健系

统2019年党建党风廉政建

设暨医德医风专项整治和廉

政警示教育工作会议精神、

石狮市总医院党建暨党风廉

政建设工作会议精神，通报

卫生健康系统典型案例，组

织学习卫生行风“九不准”规

定，并就开展2019年度医德

医风专项整治暨廉政警示教

育工作进行部署。

（记者 谢艳）

本报讯 5月10日，鸿山镇安办联

合鸿山消防中队在莲厝村开展主题为

“生命通道”的防震减灾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以发放宣传资料、悬挂

横幅标语、现场咨询等多种形式展

开，向群众普及防灾减灾法律法规知

识，指导广大群众如何开展自救、互

救，并就群众关注的话题进行现场解

答。此外，该镇还通过在辖区11个村

以及工业区、伍堡新大街等人流密集

区张贴疏通安全通道、清理易燃可燃

物、规范电动自行车停放和充电等为

主要内容的宣传标语。这次防震减

灾宣传活动，形式多样，营造浓厚宣

传氛围，进一步增强了群众的防灾减

灾意识，提高公众的防震避险和自救

互救能力。

（记者 张军璞 通讯员 庄树欣）

鸿山进村宣传防震减灾知识
凝心聚力 赶超攻坚
来自项目建设一线的报道

5月13日上午，记者在中小企业创业园内卓诚机械自动化设备项目的施工现场看到，工人正在搭建
脚手架，各个工序正紧张而有序进行中。记者从锦尚镇获悉，卓诚机械自动化设备项目由石狮市卓诚
服装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投资建设，该公司主营蓝莲花牌服装前道的各种辅助设备，此次落地项目盘
活了中小企业创业园闲置土地，规划用地30亩，将新建厂房、办公宿舍楼等总建筑面积4.6万平方米，并
引进先进设备，建设成为集开发、生产、营销于一体的企业。 （记者 邱育钦 颜华杰）

湖滨主题教育进社区

长福小学成立
“未成年人保护联盟”

蚶江举办小学生象棋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