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务院部署

确保生猪供应
和价格稳定
据新华社消息 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 7 月 28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
务会议， 部署进一步改革完善中央
财政科研经费管理， 给予科研人员
更大经费管理自主权； 确定稳定生
猪产能的措施，促进保供稳价，增强
猪肉安全供应保障能力。

会议指出， 通过多措并举稳定
生猪生产， 目前生猪产能已从一度
出现的严重滑坡较快恢复到正常年
份水平。 针对当前供需变化， 要遵
循经济规律， 更多用市场化方式缓
解“猪周期”波动，确保生猪供应和
价格稳定。 一要稳定财政、金融、用
地等长效性支持政策， 保护生猪养
殖场（户）积极性。 对养殖场（户）和
屠宰加工企业不得随意限贷、抽贷、
断贷。 不得违法违规扩大禁养区范
围。 稳定规模猪场存量， 帮扶中小
养殖场（户）提升养殖水平。 二要建
立生猪生产逆周期调控机制， 当能
繁母猪存栏量月度同比减少 10%
以上或生猪养殖连续严重亏损 3 个
月时，各地可对规模养殖场（户）给
予一次性临时救助。 三要抓好重大
疫病防控，加强猪肉储备应急调节。

中国队领跑
奥运金牌榜

本报综合消息 东京奥运会开赛
已近一周，截至 29 日 18 时，中国队共
获得 29 枚奖牌，含 14 枚金牌，6 枚银
牌，9 枚铜牌，暂列金牌榜第一。

27 日， 在 10 米气手枪混合团体
赛中，庞伟、姜冉馨为中国代表团斩获
第七金。 随后陈芋汐、 张家齐在女子
双人 10 米跳台决赛中夺金， 杨倩、杨
皓然在 10 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赛中摘
金；28 日，陈云霞、张灵、吕杨、崔晓桐
夺得赛艇女子四人双桨冠军，王宗源、
谢思埸获男子双人 3 米跳板项目金
牌， 石智勇获举重男子 73 公斤级金
牌；29 日， 张雨霏在女子 200 米蝶泳
项目夺金，杨浚瑄、汤慕涵、张雨霏、李
冰洁在女子 4×200 米自由泳接力决
赛中获得中国游泳队史上第一枚接力
奥运金牌，破世界纪录。

7 月 22 日，在
淮北市相山区郭王

小学， 学生们在练
习篮球。

暑假期间 ，为
缓解乡村学生暑期

“看护难” 问题，相
山区通过组建由教

师、 大学生和青年
志愿者等组成的暑

期托管服务师资团

队， 为乡村学生提
供体育 、 科学 、音
乐、舞蹈、作业辅导
等方面的综合课程

及托管服务， 丰富
孩子们的假期生

活。
万善朝 摄

暑期托管进乡村

省疾控中心：

这些人员
要主动报备
本报讯（实习生 许欣 罗淑贤）

7 月 28 日，张家界市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发布
公告，因 7 月 26 日诊断的辽宁省大
连市 3 例无症状感染者、7 月 27 日
诊断的大连市 1 例无症状感染者等
病例在时间和空间上有轨迹交集，
共同指向张家界 7 月 22 日晚魅力
湘西剧场， 经评估，7 月 22 日晚第
一场 （18:00-19:00）魅力湘西所有
观众属于高风险人群。此外，近期辽
宁沈阳、大连，广东中山、珠海，四川
成都、绵阳、泸州，江苏宿迁、扬州，
以及我省马鞍山、 芜湖等地相继报
告确诊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 疫情
形势严峻。

我省疾控中心为此发出健康提
醒：7 月 17 日以来从湖南省张家界
市来（返）皖，特别是参加了张家界
7 月 22 日魅力湘西演出的有关人
员，要主动向所在居委会（村）、工作
单位或所住酒店报备， 积极配合开
展核酸检测和健康管理措施。 如非
必要， 建议近期不要前往湖南省张
家界地区及国内其他中高风险地
区； 密切关注近期疫情发生地官方
发布的病例活动轨迹， 若发现自己
可能与病例活动轨迹有交集， 应主
动向所在居委（村）、工作单位、所住
酒店报备， 配合开展核酸检测和健
康管理措施； 上述人员一旦出现发
热、干咳、乏力、咽痛、嗅（味 ）觉减
退、腹泻等症状，请立即到就近的发
热门诊就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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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花”刚过境 防疫谨记心
专家提醒，做好环境卫生和饮水卫生，避免水灾之后传染病流行

■ 本报记者 程茂枝

实习生 罗淑贤 刘敏南

据省气象台最新预报，“烟花”今
天凌晨移出我省，由江苏进入山东。今
天开始雨势减弱，31 日后沿江江南多
阵雨或雷雨；8 月 1-2 日，全省阴天有
阵雨或雷雨；8 月 3 日， 江北多云到阴
天，江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气象专家
提醒，虽然台风影响趋于结束，但仍需
要防范持续降雨导致的城乡积涝。 个
人在汛期应该如何做好卫生防护？ 如
何预防和避免水灾之后的传染病流
行？ 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省疾控中心
和省立医院相关专家。

家居饮水要卫生

省疾控中心应急办相关负责人介
绍，为预防水灾后疾病传播蔓延，建议
大家做好环境卫生和饮水卫生。居室过
水后，首先要排出积水，清理污泥杂物，
并开窗通风，尽可能保持室内清洁。 进
水后的房屋地面需要及时清洁，其中一
过性进水， 且周围没有垃圾存放点、厕
所等，排出积水后仅需用自来水冲洗地
面即可；若是积水超过 3 天，或有明显
污染物， 则需在引出积水清洁地面后，
用 500-1000mg/L有效氯溶液拖拭地面
（50-100斤水加 1瓶 84消毒液）。 对于
被淹的家具、 物品及墙面 ， 可用 250-

500mg/L有效氯溶液 （100-200斤水加
1 瓶 84 消毒液）擦拭消毒，作用 30 分
钟后再用清水擦拭。

被淹的餐饮器具不可直接盛装食
物或水，要用自来水清洗后，煮沸消毒
15 分钟， 或用有效氯 250mg/L 的消毒
液（200 斤水加 1 瓶 84 消毒液）浸泡消
毒 30 分钟，再用洁净水冲洗干净。 衣
物一般只需清洗干净并在日光下暴
晒；耐热织物可用 80℃热水浸泡 15 分
钟；不易褪色的织物可用 2％漂白粉上
清液浸泡消毒 30 分钟，然后用清水漂
洗。

饮用水也要注意卫生。 省疾控中
心专家提醒：不喝生水，只喝开水或符
合卫生标准的瓶装水、桶装水；装水器
具必须干净，并经常倒空清洗。 对临时
的饮用井水、河水、湖水、塘水等，一定
要进行消毒。 常规选择每 100 斤水加
一片漂精片 （漂精片要先压碎用少量
水溶解后取上清液再投加），搅匀静置
30 分钟后即可使用。 消毒之后仍需煮
开饮用。 若水龙头被污染，应充分清洗
管路 ， 水龙头表面使用含有效氯
250mg/L 的消毒液（200 斤水加 1 瓶 84
消毒液）擦拭消毒，作用 30 分钟后再
用清水冲洗。

三类人群最易感

根据灾后的传染病监测数据资料

显示，洪涝灾害后，肠道传染病、呼吸
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自然疫源性疾
病的发病均有不同程度上升。 省立医
院感染管理和感染病科相关专家表
示，不管是否身处灾区，在下雨频繁的
季节都该做好个人卫生防护， 特别是
以下三种易感人群， 在洪水期间非常
脆弱，更需注意。

0～5 岁儿童对细菌性痢疾、 流行
性感冒、流行性腮腺炎易感。 在洪灾期
间，父母应该让小孩远离疫水，灾后疫
苗接种也要及时补上； 投身救灾的中
青年人由于忙于抗洪救灾过于劳累，
抵抗力降低，变得对流行性感冒易感。
应当劳逸结合，不建议带病上前线，避
免造成疾病传播；此外，老年人本身免
疫力较低，容易受到传染病影响，需要
保持健康生活习惯，远离疫水。 专家提
醒，老年人本身还有高血压、糖尿病等
慢性病，也容易在夏季高发，需要保持
药物治疗。 同时灾情期间，老年人容易
产生焦虑、烦躁、担忧等情绪，也应给
予关注，避免发生冠心病、脑血管疾病
等。

个人防疫要牢记

省立医院专家提醒， 洪水中携带
有大量的垃圾、粪便、动物尸体、老鼠、
蚊蝇， 一些携带细菌病毒的虫媒或物
体也可随着洪水发生迁徙、转移，因此

要加强个人防护。 需要接触疫水时，应
穿防水的衣裤靴， 清理动物尸体应戴
橡胶手套和口罩帽子， 处理过程中动
作轻稳，避免自身受到切割伤或划伤、
减少尸体内物质喷溅。 工作结束后，脱
卸工作服、工作鞋，最后脱卸口罩，然
后在清洁的流动水下，用皂液（肥皂）
彻底清洁全身、鼻腔、耳道，刷牙漱口，
更换干净干燥的衣物。 看护好少年儿
童，不要在水中嬉戏玩耍，不捞取水中
漂浮的动物和不洁物品。

省疾控中心专家提醒，洪涝灾害期
间，人与蚊、蝇、鼠等接触的机会增多，
肠道和虫媒传染病传播流行风险增高，
如出现发热、呕吐、腹泻、皮疹等症状，
要尽快就医。 日常生活中，可用苍蝇拍
等灭蝇，食物应用防蝇罩遮盖；可使用
粘杀、捕杀等方法灭鼠，发现老鼠异常
增多的情况需及时向当地有关部门报
告；可使用驱蚊剂、蚊帐等防蚊。

此外，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和生活
习惯至关重要。 接触不洁物品后以及饭
前便后，都要及时洗手。 喝纯净水或烧
开的水、吃熟食。 不聚集，劳逸结合。 保
持个人卫生和环境清洁，有身体不适及
时就医。 发热、呕吐、腹泻和皮疹可能是
传染病的早期信号， 洪涝灾害期间，一
旦出现这些症状，要尽快就医，主动报
告卫生疾控人员，注意自我隔离，儿童
或老年体弱者不与病人接触。

我省公布六起环保督察典型案例
■ 本报记者 程茂枝

实习生 黄玲玲 吴梓晗

7 月 26 日上午， 省生态环境厅公
布了六起安徽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典型
案例， 具体涉及贵池十八索省级自然
保护区、霍邱东西湖自然保护地、敬亭
山国家森林公园、祁门县 51 个县级自
然保护区、 石台县自然保护地和霍山
佛子岭省级自然保护区。

贵池十八索省级自然保护区位于
池州市贵池区东北沿江圩区,是长江中
下游地区重要的湿地生态系统。 2021
年 6 月， 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督察发现， 保护区双丰圩内自然湿地
被大面积侵占，现存违规种植、养殖总
面积已超过 400 公顷。 保护区核心区

内种植户、 养殖户大量使用农药、化
肥，并通过燃放爆竹、树立彩带等方式
人为驱鸟， 对鸟类和珍稀水禽的觅食
栖息造成重大干扰和威胁， 严重破坏
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 自然保护区的
核心区成为人类生产活动区。

城东湖、 城西湖位于六安市霍邱
县境内，总面积 1.42 万公顷，是我省淮
河中游重要湿地和蓄洪区，2001 年被
省政府批准为省级自然保护区。 省第
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发现，霍
邱东西湖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问题排
查、整改不彻底，自然保护地内非法圈
圩、围湖造田、围网养殖等问题突出，
生态破坏较为严重。 早在 2019 年，第
二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
就指出，霍邱县将该保护区近 11 万亩

水面承包给海亮集团明康汇东湖渔业
公司用于渔业生产活动， 影响群众饮
用水安全。 直到此次督察， 城东湖 11
万亩水域实际仍由上述公司管理，渔
业生产活动依然存在。

敬亭山国家森林公园位于宣城市
北郊， 拥有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
1996 年 8 月，被原国家林业部批准为
第一批国家级森林公园。督查发现，敬
亭山森林公园日常监管存在盲区，违
规建设项目问题排查不彻底， 多个项
目未经审批违规建设经营。督察发现，
宣城市皖府酒店擅自改变原敬亭山绿
化管理处用房的使用性质，自 2020 年
4 月从事餐饮、会务、住宿服务，并私
自搭建经营性用房； 江南码头违规侵
占森林公园，建设物料堆场；县道 019

和梅溪路交口货运停车场， 占用森林
公园 400 多平方米土地。同时，督察发
现， 敬亭山森林公园内的宣城市明春
模具厂、利源气业乙炔站、敬亭钢材加
工厂等企业存在违规生产经营问题。

此外，2021 年 6 月，省第四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组对黄山市开展自然保护
地专项督察时发现，祁门县 51 个县级
自然保护区建管不规范， 保护区内生
态环境问题比较突出； 省第一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组对池州市开展自然保护
地专项督察时发现，G3W 德上高速池
州至祁门段施工过程中， 违规侵占石
台县自然保护地，破坏生态环境；省第
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六安市开展
自然保护地专项督察时发现， 霍山佛
子岭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缺位， 违规
开发旅游建设项目， 霍山县自然保护
地问题排查整改不严不实， 上报结果
失真，生态环境问题较为突出。

省生态环境厅表示， 督察组将进
一步调查核实有关情况， 并按有关要
求和程序做好后续督察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