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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地区母婴用品店查出违禁药品，成分可让股骨头坏死

富阳未发现不合格消毒产品
本报讯（记者 徐丽亚 通讯员 姜芳
芳）11 月 2 日—10 日，区卫生监督所对
全区范围内的母婴用品店展开了一次
紧急查处，对全区范围内“云南七草滇
紫草 7 效修复膏”等 5 个批次的不合格
消毒产品开展追踪调查。
据了解，经广州分析测试中心检
测，标识为江西理想实业有限公司生产
的“云南七草滇紫草 7 效修复膏（批号：
20170302GXNN01）、云南七草大青叶
宝宝虫咬凝露（批号：20170302）、云南
七 草 妈 妈 百 花 缩 阴 爱 巢 凝 露（批 号 ：
20160402）、神 兵 小 将·宝 宝 神 奇 淹 粉
（批号：20170302GXNN01）、神兵小将·
宝宝松花肤粉（批号：20170402）”等 5 个
批次的产品检测含有氯倍他索丙酸酯
（激素，消毒产品禁用成分）。
区卫生监督所卫生监督二科科长
濮孙伟表示，氯倍他索丙酸酯是一种强
力肾上腺糖皮质激素，在消毒产品配方

中属于禁用成分。糖皮质激素可用于一
般的抗生素或消炎药所不及的病症。
2003 年“非典”时期，为抢救生命和控制
疫情，糖皮质激素被大量用于紧急治
疗。虽然短期效果明显，挽救了患者的
生命，但由于过长时间、过大剂量的使
用，许多患者出现股骨头坏死等症状。
糖皮质激素具有强大高效的抗炎、抗过
敏等作用，
考虑其巨大的副作用，
医生给
患者使用时慎之又慎，
正因为如此，
糖皮
质激素也是消毒产品禁止添加的成分。
那么，这种含有激素的产品富阳市
场上到底有没有呢？经过区卫生监督
所一周时间的排查和各乡镇（街道）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协助调查，富阳市场
未发现上述 5 个不合格批次产品。濮孙
伟提醒说，消费者在购买此类产品时需
谨慎，切勿购买这 5 个不合格批次的产
品，如若发现有商店出售，可以拨打举
报电话 63296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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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起，银湖新区
延伸（新增）两条公交线路
本报讯（记者 董剑飞 通讯员 顾骏）位于
经济开发区银湖新区的硅谷小镇接二连三吸
引着高项目落户，为减轻企业负担，让现有项
目企业员工安心落户富阳，提升硅谷小镇吸
引力，从明天起，银湖新区将延伸 118 路，同时
新增 121 路公交线路。
其中 118 路将原来的“行政服务中心—银
湖街道办”延伸至硅谷小镇，从区行政服务中
心出发最早发车时间为 6：10、末班车发车时
间为 17：40，隔 10 到 15 分钟一班车；从富春硅
谷出发最早发车时间为 7：00，末班车发车时
间为 18：
40，
隔 10 至 20 分钟一班车。
新增的 121 路则为“银湖实验学校—银湖
创新中心—银湖实验学校”的银湖新区内循
环线路，分为 A 环线和 B 环线，最早发车时间
分别为 7：30、7：35，末班车发车时间分别为
18：
05、18：
10，
隔 15 分钟到 40 分钟一班车。
118 路线路走向：行政服务中心—体育
馆路—横凉亭路—桂花西路—春秋北路—
公望街—金桥北路—高桥东路—320 国道—
科创西路—创意路—九龙大道—富春硅谷
121 路线路走向：银湖实验学校（南）—美
达路—向阳路—富闲路—九龙大道—科创西
路—创意路—富闲路—G320—望湖路—创意
路—银湖路—银九路—九龙大道—富闲路—
向阳路—美达路—银湖实验学校（南）

东洲钢材市场
一废油桶起火

今明抓紧洗晒，
今明抓紧洗晒
，周四起有大雨

周末
“爆冷”
，
提前准备
本报讯（记者 胡红吉）本周冷
空气将上演“重头戏”，尽管还有两
三天，但各大气象机构已经纷纷发
出“警告”：17—18 日强冷空气将让
我们提前尝到初冬的滋味，低温霜
冻来袭，务必做好准备！
对于这股强冷空气，中央气象
台分析认为，它的移动速度比较快，
16 日（本周四）开始影响我国，17 日
（本周五）前锋部队就能抵达长江沿
线，大部地区将出现 8—10℃的明显
降温，刷新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新低，
多地将出现初霜冻。同时，江南大
部还会出现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大
雨。
省气象台预测，16 日受西南暖
湿气流影响，浙北地区有中雨。17
日后期至 18 日，受强冷空气影响，

全省有明显降温、降雨和大风天气
过程，日平均气温过程降温幅度大
部地区可达 7—10℃，19 日早晨气
温较低，大部地区一般为 2—5℃，山
区 0—2℃，
有霜或霜冻。
具体到富阳，本周随着冷暖气
流的活跃，晴雨转换明显加快。昨
天下午到夜里，一轮弱降雨悄悄降
临，预计今天上午雨止转阴到多云，
明天多云转阴。趁着这次短暂的雨
歇过程，大家务必抓紧洗晒，周四到
周五阴有中雨，局部大雨。周五后
期开始，强冷空气就会影响到富阳，
风 力 增 大 到 6—8 级 ，气 温 大 幅 下
降。目前预测，本周末两天，富阳最
低气温仅 4—6℃，山区 2℃左右，有
霜冻，最高气温仅 11—12℃。
气象部门提醒，本周后期气温

起火现场

晾晒
“秋味”
（天气拍客 李治钢 摄）
变化剧烈，大家要及时添衣保暖，谨
防感冒。农事方面，届时可能出现
的霜冻天气对农作物有较大影响，
请提前做好防范措施，并做好大棚
作物保温和大棚防风工作。

张玉柱国家名老中医药传承工作室

落户新疆阿克苏市人民医院
本报讯（记者 徐丽亚 通讯员 董飞
华）11 月 10 日，杭州市富阳中医骨伤医
院院长张玉良飞抵新疆阿克苏，在对
口帮扶的阿克苏市人民医院举行了对
口支援帮扶签约仪式。
张玉良表示，与阿克苏市人民医
院援助合作是为响应国家“一带一路”
的健康医疗政策，积极落实国家对边
疆民族地区的帮扶政策，更好地促进
新疆阿克苏地区医疗扶持政策的发
展，同时抓住《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
法》的实施机遇，适应阿克苏市推行
“分级诊疗”制度。满足阿克苏市各族
人民群众对优质医疗技术服务的需求

提供的一项新举措。通过在阿克苏市
人民医院建立张玉柱国家名老中医药
传承工作室，传承张氏骨伤疗法这一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降低各族患
者的就诊费用，减轻患者经济负担。
据悉，根据两家医院的对口支援
协议，由富阳中医骨伤医院每年定期
派出中医骨伤专家到阿克苏市人民医
院开展张氏骨伤疗法临床诊疗、教学
培训等技术援助活动；与阿克苏市人
民医院共同研究制订详细的进修计
划，每年接收受援单位两名医务人员
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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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阳城区空气质量预报（1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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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向军 通讯员 许屹）昨日
上午 8 点 37 分，富阳消防分指挥中心接到报
警称：东洲村钢材市场旁有只废油桶起火。
接到报警后，分指挥中心立即调派富阳中队
两辆消防车，银湖消防专职队一辆消防车赶
赴现场处置。
到达现场后，现场官兵发现起火的是工
厂废弃的大油桶，紧挨着钢材厂厂房，火势正
处于猛烈燃烧阶段，若不及时扑救，厂房将受
到更大的影响。在观察现场情况后，现场指
挥员立即下令出两支水枪，一支打击火点 ，
另一支给旁边厂房降温防止火势蔓延。经过
15 分钟的紧张扑救，
火势被成功扑灭。
目前，
火灾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空手道锦标赛
在杭科院角逐
本报讯（记者 邵晓鹏 通讯员 钱伟）昨
日，第八届中国大学生空手道锦标赛开幕式
在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举行。锦标赛为期
三天，共有来自全国 20 多个省（市、区）的 45
所高校代表队、近 460 名空手道选手参加男
子个人组手、女子个人组手、男女团体组手、
男女个人型、男女团体型、男女混合集体型等
六大类项目的角逐。
在本届锦标赛上，杭科院共有 21 名学生
参加男子个人组手、女子个人组手、男子团体
组手等多个赛项，基本都来自跆拳道学生社
团。据了解，本届锦标赛分为 A 组、B 组、C
组、D 组四个竞赛组，A 组为全国各高校运动
训练专业学生、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学生、全国
各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特招的学生，
以及香港、
澳门各学校的学生；B 组为全国各高校体育
教育专业和社会体育专业的学生；C 组为全
国四年制各普通高校非体育类专业学生；D
组为全国三年制大专院校、中高职校非体育
类专业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