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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极少数异常敏感人群应减少户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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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周晓露 通讯员 孙明强
俞芳杞）昨日，记者从富阳区第一人民医
院急诊科了解到，1月1日至1月11日，该
院接诊了 24 位急性一氧化碳中毒患者。
急诊科医生说，绝大多数患者症状较轻，
以头晕、呕吐等症状为主，也有个别患者
出现昏迷不醒的情况，而这些人中90%以
上是因为在密闭房间内烤炭火中毒的。

因一氧化碳中毒，40多岁
男子可能成为植物人

王先生今年40多岁，家住富阳农村。
由于近期农村夜晚气温低于零度，王先生
便将炭盆搬到房间里取暖。第二天早上8
点左右，家人见他迟迟未起床，就打开房
门准备叫醒他。谁料不管怎么喊，他都没
有任何反应。看着房间里一盆熄灭的炭
火，家人立即意识到出事了，赶紧打开门
窗，拨打120急救电话。

“应该是在装修，外面油漆味太重，他
才会把门窗都紧闭，最后引起一氧化碳中
毒。”王先生家人将自己的猜测告诉了区
一院急诊科医生。经紧急救治，王先生生
命体征较为平稳，但鉴于其病情严重，随
后转往杭州继续治疗。根据王先生目前
的情况看，他今后有可能成为植物人。

用炭火取暖为什么会造成这么严重
的后果？区一院急诊科主任高建波解释，
事实上，焚烧木炭等物品正常情况下是产
生二氧化碳，但如果在密闭空间中烧，因
为氧气不足，燃烧不充分，就会产生一氧
化碳。加上空气不流通，一氧化碳在屋内
达到一定浓度，会导致中毒。

室内取暖建议选用其他更
为安全的方式

高建波还说，一氧化碳是一种常见的
无色、无嗅、无味、无刺激性有害气体，素

有“无形杀手 ”之称。它极易与血红蛋白
结合，形成碳氧血红蛋白，使血红蛋白丧
失携氧的能力和作用，造成组织窒息，对
全身的组织细胞均有毒性作用，对大脑皮
质影响最为严重。

急性一氧化碳中毒轻者头痛、无力、
眩晕，重者口唇呈樱桃红色，可有恶心、呕
吐、意识模糊、虚脱或昏迷等症状。更严
重的会深度昏迷，伴有高热、四肢肌张力
增强和阵发性或强直性痉挛。患者多有
脑水肿、肺水肿、心肌损害、心律失常和呼
吸抑制，可造成死亡。

急性一氧化碳中毒昏迷患者经治疗
苏醒后，也会有2—30天的假愈期，有的会

再度昏迷，并出现痴呆木僵型精神病、震
颤麻痹综合征、感觉运动障碍或周围神经
病等神经精神后发症。

因此，医生提醒大家，不要在室内用
炭火取暖，可选用其他更为安全的取暖方
式，以免发生意外。发现有人一氧化碳中
毒后，应在第一时间将患者转移到空气清
新的地方，解开其领口和皮带，清除口鼻
分泌物，脱离现场，注意保暖；重症患者会
出现剧烈头痛及频繁呕吐，尽量让其头偏
向一侧，及时清理口腔呕吐物和呼吸道分
泌物，保持气道通畅；对于出现呼吸心跳
骤停的患者，要第一时间开展心肺复苏，
并拨打120，尽快到医院救治。

11天内接诊24例
急性一氧化碳中毒患者

医生提醒：不要在室内用炭火取暖，以免发生意外

本报讯（记者 臧一平 通讯员 吕连
根）近日，富阳区住宅装饰装修从业人
员培训班正式开班。培训班由区住建
局主办，区城管局指导，区装饰装修协
会和富邦职业技术培训学校承办。区
住建局、区城管局、区总工会、区装饰
装修协会相关负责人参加开班典礼。
区装饰装修协会从业人员89人报名参
加本期培训班。

近年来，装饰装修行业投诉较
多。为保障房屋使用安全，进一步加
强装饰装修行业管理，规范现场施工，
提高从业人员素质，区住建局物业房

管科就富阳房产发展与装饰装修行业
规范管理提出要求，对本次培训学员
提出期望和宝贵意见。

举办本期培训班，是为了贯彻落
实《浙江省房屋使用安全管理条例》和

《杭州市城市房屋使用安全管理条例》
相关规定，落实《富阳区建筑装饰资格
证积分管理细则》，规范装饰装修现场
管理和安全合法施工，减少违规违法
装修。培训采用线上和线下课程相结
合模式，结束后，参训人员统一参与结
业考试，考试合格的学员颁发结业上
岗证书。

富阳住宅装饰装修
从业人员培训班开班

本报讯（通讯员 张志 记者 周晓
露）近日，富阳消防大队执法人员协同
辖区派出所对位于富春街道的汉邦钢
材市场开展防火检查时，发现在现场
电焊作业的孙某某、金某某二人未取
得电焊作业上岗证，属无证电焊。

二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消防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
定，构成违反规定使用明火作业，富
阳消防大队执法人员当即要求停止
施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
法》第六十三条第二项规定，孙某某、
金某某被依法处以 2 日行政拘留。
2021 年 1 月 1 日以来，已有 7 人因无
证电焊被处罚、拘留。

无证电焊工违章操作引发火灾的
案例时有发生，不是拿起焊枪就可以
施工，必须经过专业技术培训。消防
部门再次提醒施工单位和个人，一定
要聘用有资质的电焊工人，施焊作业
时要做好安全防护措施，比如清理干
净作业现场的可燃易燃物、有专人在
施焊现场监护、配备灭火器等。

下一步，富阳消防大队将以此次
行动为抓手，积极发动、迅速行动，深
入推进全区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
重点抓好企业厂房仓库火灾隐患排查
整治，稳扎稳打，确保专项整治工作落
地见效，社会面火灾形势稳定。

1月1日以来

无证电焊 7人被拘

本报讯（记者 臧一平 通讯员 张
在昭）记者从区科技局获悉，2020年杭
州市领军型创新创业团队申报工作已
经开始。

市领军型创新创业团队分为领军
型创新团队、领军型创业团队和领军
型青年创新创业团队三类。

具体申报流程
本次申报工作统一通过杭州市

科技创新云服务平台网络填报。申
报 单 位 为 企 业 的 ，请 点 击“法 人 登
录”，系统会自动跳转到浙江省政务
服务网，使用政务服务网账号登录，
无政务服务网账号请先注册。登录
系统、完善基本信息后，系统会自动
跳转至杭州市科技创新云服务平台，
开始项目申报工作。

企业所在区、县（市）及钱塘新区
等人才平台科技部门受理申报材料，
会同所在地组织部门审核后提出推荐
意见，在线提交市科技局。市属企业
引进培育的团队，由所在单位审核后
直接报市科技局。

通过审核的申报团队在线打印
申报书。申报书及附件资料一式 1
份，经单位签章和所在地科技部门签
章后报送市科技信息研究院项目管
理服务部。

各企业申报截至 2021 年 1 月 22
日；各区、县（市）及钱塘新区等人才平
台审核推荐截止日期为2021年1月29
日。逾期不再受理。

申报受理部门：杭州市科技信息
研究院项目管理服务部（杭州市黄姑
山路40号506室）。

申报注意事项
需要提醒的是，申报企业不得同

时申报领军型（青年）创新团队和领军
型（青年）创业团队。

申报主体同一年度只能申报一项
市领军型创新创业团队项目，实际控
制人相同的企业视为同一家依托企
业，同一法人创办的企业视为同一申
报主体。

申报团队入选后，未完成结题验
收前，不可再申报市领军型创新创业
团队的其他类别项目。

团队申报人及其用人单位应认真
阅读申报要求，根据实际情况科学合
理填写申报类别，对申报资料真实性
负责。经评审入选后，不得随意减少
或更换团队成员，不得任意调整研究
内容和项目目标。已获资助的省、市
领军型创新创业团队负责人和核心成
员不得再次申报。

市领军型创新创业团队
引进培育计划开始申报
截止时间为2021年1月22日

扫一扫看申报条件

本报讯（记者 胡红吉）今起三天，
富阳的天气主题是“大回暖”，一天比
一天更暖和，我们将提前感受三月初
的温度。

从最新预报来看，今天早晨，富阳
部分地区最低气温就能摆脱冰点。明
后两天最低气温在 2—4℃之间，早起
出门也不会那么寒冷刺骨了。

白天升温“步子”迈得更大，预计今
天最高气温 15℃左右，明天和后天分
别为 17℃和 18℃，部分乡镇（街道）甚
至接近20℃，这将是2020年12月以来
的最高值。再加上明媚的阳光，午后在
户外体感会很温暖。

中央气象台分析说，本轮大回暖是
全国性的，其中江南、江淮地区明显偏

暖，气温最高点将出现在1月15日，较
常年同期偏高8℃以上。

不过，回暖时间不会持续太久。据
预测，明天起，一股较强冷空气将影响
我国大部地区，带来明显大风降温天
气，江南西部、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
（雪）。省气象台提醒，本周六，新一轮
强冷空气将抵达浙江，是否会达到寒潮
级别，需要重点关注。

对于富阳来说，在冷空气影响下，
周六气温会快速下降，当晚有一次小雨
过程，周日早晨气温跌至 0℃以下，下
周一城区最低气温可能只有-3℃。面
对如此剧烈的气温震荡，大家要灵活增
减衣物，谨防感冒。

长远来看，不仅是本周，等到 1 月

下旬，可能还有一次明显升温、降温过
程，并伴有雨雪。总之，正值“三九四九
天”，1月接下来的日子，冷空气频繁南
下，气温大起大落，大家务必密切关注
天气变化，健健康康地迎接春节。

气温坐上“过山车”

富阳开启大回暖

富阳日报公益广告

漫画 王怀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