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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阳城区空气质量预报（5月13日）

建议：各类人群可正常活动

生态环境富阳分局和区气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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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新闻

本报讯（记者 胡红吉）本周以来，阴雨
占据主角，气温一蹶不振。即将到来的周
末，冷空气再次发力，气温将在低位运行，
下周初会跌至近期最低点。

过去两天，我国南北天气都比较折
腾。北方大部，在冷空气源源不断的影响
下，寒凉甚浓，犹如回到3月初，内蒙古甚
至“五月飘雪”。华南的强降雨天气仍在持
续，广东、福建一带暴雨如注，部分城市出
现内涝。

地处江南的富阳，被断断续续的阴雨
笼罩。今天白天仍有小雨，夜里转为阴到
多云。明天白天是本周内难得的多云天
气，阳台上的衣物可以晾晒一番。

明天夜里开始，随着冷空气南下，与暖
湿气流交汇，阵雨再次光临，并延续到本周
日。同时，气温进一步下降，预计周日最高
气温只有17℃。等到下周一，将出现本轮
降温过程的气温最低值，预计最低气温只
有12℃，山区更低。

本周末到下周初，气温总体偏低，体感
明显偏凉，大家不要嫌麻烦，把外套、毛衣
重新拿出来，添衣保暖，避免着凉。

下周，新一轮晴好天气将拉开序幕，5
月 17 日至 18 日的最高气温有望回升至
27—29℃，春末夏初的暖热感要回来了。

本报讯（记者 胡红吉 通讯员 殷春生）
昨日是我国第14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
为“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接下
来是一年中灾害性天气的多发期，对此，区
气象局发布气象防灾减灾特别提醒。

每年5月至10月，富阳常见的灾害性
天气有哪些？遇到灾害性天气如何正确应
对？气象灾害预警信号你都认识吗？根据
最新发布的《杭州市灾害性天气公众防御
指引》，这段时期内，台风、暴雨以及雷电、
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多发，公众要增强
防御意识，了解相关预警知识和行动指南，
共同筑牢防灾减灾坚实防线。

双休日气温偏低

下周开启连晴天气

扫一扫了解
气象灾害预警知识

进入灾害性天气多发期
这份公众防御指引请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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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严从紧打好疫情防控战

“防治碘缺乏病日”特别报道

本报讯（记者 周晓露 通讯员 刘
鑫）今年5月15日是全国第29个“防治
碘缺乏病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智慧
人生健康路，科学补碘第一步”，通过普
及碘缺乏病防治和科学补碘相关知识，
进一步增强全社会对碘缺乏病防治工
作的科学认识。

区疾控专家介绍，碘缺乏病是由于
自然环境中缺乏碘而引起的疾病。碘
缺乏病不仅仅是人们常说的甲状腺肿
大，其对人类最大的危害是造成智力损
害，甚至智力残疾，孕妇缺碘可导致流
产、早产、死产和先天畸形儿，更重要的
是严重影响胎儿大脑的正常发育。

碘被称为“智慧元素”，
对生长发育至关重要

关于碘缺乏病的预防，区疾控中
心每年都会进行碘营养水平监测，一
项是碘盐加工厂（批发部）季度碘含量
监测，另一项是8—10周岁非住校学生
及孕妇家庭食用盐的碘含量、随机尿
碘含量监测。

区疾控中心每季度都要定期到碘
盐批发场所抽取一定数量的碘盐样品
进行碘含量监测，截至目前，富阳碘盐
合格率均为 100%。此外，每年还要按
照东、西、南、北、中的方位抽取5 个乡
镇（街道），2021年抽取的是常绿、春建、
环山、里山、新桐5个乡镇，采集一定数
量非住校学生和孕妇的家庭盐样和尿
样进行碘含量监测，结果显示孕妇尿碘
中位数低于150μg/L，而世卫组织推荐

孕妇尿碘中位数在150—249μg/L为适
宜水平。这可能会导致孕妇出现甲状
腺肿大，胎儿出现疲乏、无力等问题，我
们更需要注意在生命最初1000天做到
科学补碘。

区疾控专家说：“碘被称为‘智慧元
素’，是合成甲状腺激素必不可少的原
料，与后代智力密切相关。碘的生理作
用是通过甲状腺激素的作用表现出来
的。”甲状腺激素几乎作用于机体的所
有器官和组织，促进代谢、生长、发育，
影响生殖、组织分化和器官功能等。

如果在胎儿、婴幼儿脑神经发育
的关键时期，母体缺乏碘，会对后代的
神经发育和认知功能造成不可逆的损
害，其程度主要取决于碘的缺乏程
度。儿童期甲状腺激素同样影响生长
发育、学习认知能力，而成年期甲状腺
激素缺乏会导致甲状腺功能减退症，
会出现情绪、认知、心脏、肌肉和骨骼、
代谢调控等异常。因此，为了合成足
够的甲状腺激素，人体需要足够的碘
摄入和碘储备。

食用碘盐是预防碘缺乏
病最简便、安全、有效的方法

近几年，甲状腺疾病发病处于上升
状态，有人提出质疑：“现在甲状腺疾病
越来越多，都是补碘过量惹的祸吧？补
碘过量会对身体有危害吧？”

对于这一质疑，疾控专家解释，甲
状腺疾病的增多，是因为以前得了病不
容易查出来，现在随着患者的就诊率和

医院早期发现疾病的能力提高，甲状腺
患病较以前更容易被诊断发现，而不是
发病率真正升高。另外，我国很少有地
区环境中不缺碘的，目前发现大连市的
一个海岛不缺碘，但是这个海岛的居民
也在一直吃碘盐，根据多年的监测，仍
未监测到吃碘盐对这个海岛居民的身
体健康有影响。

“世界上首次采用食盐加碘措施

至今已经 90 年了，尚未发生因吃碘盐
而引起碘过量、碘中毒和碘过敏的事
件，也没有相关流行病学研究显示甲
状腺疾病与吃碘盐有关。”专家建议大
家注意预防碘缺乏病，而最简便、安
全、有效的方式就是食用碘盐，每人每
日摄入约 8 克碘盐，就足以满足生理
需要，而且安全。

区疾控中心监测发现
富阳孕妇尿碘中位数低于适宜水平，或影响母婴健康

防治碘缺乏病 关键是科学补碘

本报讯（记者 方宗晓）继成功参
建厦门国际健康驿站之后，近日，富
春控股集团旗下的浙江杭加泽通建
筑节能新材料有限公司中标杭州钱
塘健康驿站项目，成为项目唯一的
AAC 板材供应商，助力杭州市疫情防
控工作。

该项目位于杭州市钱塘区，用地
面积 207.9 亩，建设规模约 20.02 万平
方米，包含健康驿站区、综合服务区、
后勤保障区三个功能区块，分别建有
健康驿站、服务中心、登记中心、综合

服务楼、后勤保障用房、厨房及餐饮
配送、物资储备中心、污物及洗衣等
功能用房，建成后可提供隔离客房
3620间。

根据官方公布的信息，杭州钱塘健
康驿站疫情期间将作为隔离中心，后疫
情时代将转换为青年公寓。项目将采
用装配式标准化设计，去繁从简，力求
以最快的速度建成并投入使用。杭加
新材承接此次项目建设的内墙板和外
墙板供货及安装施工。

每一个项目都有其特殊性与高要

求，去年的厦门国际健康驿站项目要在
50天内完成12万平方米内隔墙施工建
设，如今的杭州钱塘健康驿站项目给杭
加新材提出了新要求与挑战。

“相较于厦门健康驿站，这次的
项目可能难度更大。工期只有 30 天，
时间非常紧张，在疫情防控前提下，
高峰期需要 600 人工进行保障，各方
面都给杭加团队提出了更高要求。
面对更大的考验，我们将打起十二万
分精神，保证圆满完成任务。”杭加新
材相关负责人说。

“杭州钱塘健康驿站项目时间紧、
任务重、要求高，杭加生产的装配式建
筑具有绿色环保、保温隔音、安装便捷
等性能优势，可以广泛应用于住宅、办
公楼、工业厂房、健康驿站等各类建筑
的围护结构，很好地适应了项目短时间
完工的严苛要求。”杭加新材相关负责
人介绍，相比其他因突发性事件建造的
临时性建筑，杭加的装配式建筑不仅建
设速度快，而且可以永久使用，不易造
成建筑材料的浪费。

富阳企业助力钱塘健康驿站建设

本报讯（记者 周晓露 通讯员 唐伊
敏）近日，北京疫情分析发现多例感染
者出现呼吸道症状后核酸检测仍为阴
性的情况，这无疑给疫情防控增加了难
度。记者从区疾控中心了解到，核酸检
测前30分钟，有些事项需要注意。

为什么出现呼吸道症状后核酸检
测仍然为阴性？出现呼吸道症状后如

何正确防控和检测？区疾控中心专家
说，此前，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感染控制
中心主任医师吴安华在接受采访时曾
表示，需要深入研究和查找原因，比如
是否因为感染部位深、早期病毒载量低
等影响核酸检出。“新的变异株因为基
因变异，影响现有核酸检测方法的检测
效率，甚至不能检出，不能早发现，不能

及时诊断，但依然有传染性，对疫情防
控影响很大，需要提高警惕。”

为防止这类情况出现，区疾控中心
专家提醒大家：建议检测前30分钟，受
检者不要喝水、饮酒或嚼口香糖，以保
证咽拭子核酸检测具有较高的准确
性。因为核酸检测前喝水或进食，会冲
淡附着于咽部的病毒，特别是喝热水，

会抑制病毒的活性。为防止咽拭刺激
反射性呕吐，采样前2小时应避免进食。

一旦出现发热、干咳、咳痰、咽痛、
乏力、腹泻、味觉或嗅觉异常等症状，即
使核酸检测阴性，仍不可掉以轻心，应
坚持科学佩戴口罩，注意卫生和消毒，
减少聚集聚餐，加强核酸检测，以便尽
早发现疫情风险。

区疾控中心提醒

核酸检测前30分钟 这些事不要做

漫画 王怀申

关于富春街道北门路夜市摊位使用权规范管理的预公告
杭州市富阳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负责北门路夜市摊位日常秩序管

理工作，计划重新划定北门路夜市30个摊位，并于2022年5月开始对
这批摊位使用权规范管理。根据浙江省财政厅（浙财函[2020]30号）
文件精神暂不收取使用费，主要面向富阳户籍的困难家庭和失业人
员两类人群有序开放。摊位经营内容设定为小百货。

凡有意向的富阳户籍困难家庭和失业人员，可以于 2022 年 5
月11日8:30至5月13日16:00携带身份证和《富阳区城乡困难家庭
救助证》《失业证》到杭州普信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富阳区富春街
道体育馆路 457 号 10 楼 1009 室）进行预约报名登记。届时，杭州
市富阳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进行统计之后，会进行公开发布公告，公

平公正确定北门路夜市摊位使用人。
咨询电话：0571-63392877

杭州市富阳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2年5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