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里空调从来没有清洗过的朋友，不要
再让灰尘、细菌之类的肆掠，动动手指，格力
就来“唤醒”你家空调！

格力空调用户又有新春福利啦，格力冬
季攻势之第22届品质服务月已经启幕。格
力空调用户可以前往格力专卖店或卖场专
柜，进行登记预约；关注“湖北格力官方微信
（hbgree）”，自助“保养预约”；进入天猫“格
力湖北专卖店”，网上留言预约等方式均可
享受免费清洁保养、电气安全检查、空调支架
安全检查等品质服务项目。对于超包修期的
空调格力还提供免费维修服务，保养截止时

间是12月25日。

免费检修不放过一颗螺丝
格力匠心品质是这样炼成的

“都说格力空调质量好，以前对格力品质
故事有所耳闻，听说他们有行业唯一的筛选
分厂，就是对进厂的每一个零件进行人工筛
选，以保障用在格力空调上的每一个零件都
是零瑕疵，今天抱着试一试的心态预约了格
力免费保养，上门的格力师傅认真清洗了室
内机和室外机，师傅还特意爬出窗外数了数
空调支架上的螺丝，我好奇地问了问，怎么有

这个举动，师傅回答说：‘对空调支架检修是
格力在2014年首次提出来的，公司在这方面
提了要求，格力空调在安装和检修的时候一
定要按照要求使用支架螺丝，挂机6颗，柜机
8颗。’”市民刘先生为我们讲述道，“对螺丝也
有这个要求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从这些细
节我感受到格力对于产品品质的严谨和认
真。”

针对空调支架因年久锈蚀存在的安全隐
患问题，格力在第18届品质服务月活动中首
度将空调支架免费安全检查列入品质服务月
项目，引起众多空调销售企业以及安装服务

公司的关注与效仿，在这次的品质服务活动
中，格力再一次详细规定了支架检修的步骤
与细节：（1）检查固定支架螺栓数量是否足够
（挂机6颗、柜机8颗）；（2）检查支架有无生
锈，生锈是否严重；支架焊接部位有无脱焊、
虚焊现象；支架若需更换必须向用户说明存
在的安全隐患，并建议用户更换空调支架。

累计保养空调30万台以上
20年免费服务从未改变

考虑到空调区别于其他家电在安装、使
用与维护方面的特殊性，虽然用户可以自己

清洗室内机，但是由于室外机悬挂外墙，清洁
和保养起来不方便，用户徒手操作安全性不
高，格力20年如一日，每年都会在春秋两季
调拨专人，拨出专项资金开展品质服务月活
动，累计为荆楚百姓免费保养空调30万台以
上。

“格力践行品质服务，彰显企业诚信之
道，格力免费服务活动会一直持续下去，这项
工作虽然会耗费很多人力、物力，但是对于用
户使用体验和使用安全来说却意义很大，所
以我们格力要一直坚持做下去。”格力售后服
务中心负责人林易表示。

空调也需大扫除 格力免费保养服务开始报名了

读者福利：好消息，凡通过本报报名参与格力空调免费保养服务的读者（限50名），可优先安排免费上门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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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介绍

湖北科技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急病人之所急，想病人之所想 办公电话：0715-8135247 院址：温泉茶花路58号

冬天天气寒冷，早晚温差大，一些
爱美的女孩不注意保暖，莫名被妇科
病缠上身。湖北科技学院附属第二医
院妇科主任蔡惠兰表示，女性盆腔炎、
阴道炎、月经不调三类疾病冬季高发，
女性在保暖的同时还应注意不要穿紧
身内衣裤。

长期久坐易发盆腔炎
蔡惠兰介绍，由于寒冷，很多人不

愿意出门，长期久坐容易诱发盆腔
炎。尤其是一些上班族女性，活动少，
不爱锻炼，导致血液循环减慢，使身体

内静脉回流受阻，进而诱发盆腔炎。
家住温泉茶花路附近的小芳最近

常常出现下腹部疼痛，并且白带增多，
月经周期紊乱。到医院检查发现患上
了盆腔炎。但是小芳并没有及时治
疗，她认为，盆腔炎属于慢性病，早治
晚治都一样。

蔡惠兰称，小芳这样的思想是错
误的，虽然盆腔炎是慢性病，但不及时
治疗会对身体产生危害，严重的会直
接影响到女性的生育。所以，有病要
治病，没病要防病。预防盆腔炎的发

生最好的办法就是多活动、减少劳累，
做好腿部、脚部的保暖。

紧身衣物引发阴道炎
进入冬季很多女性白带增多、有

异味，这很可能是因为穿错了衣服。
“阴道炎患者中一部分是由于病

菌引起的，而更多的则是由于穿衣不
当造成的。”蔡惠兰表示，很多女性在
冬季里喜欢贴着皮肤穿一些紧身保暖
内衣裤，而这些裤子的成分大多是化
纤的，不透气，冬季细菌性阴道炎病患
者增多，大多由此而来。

在谈到阴道炎的预防办法时，蔡
惠兰指出，女性首先应选择穿纯棉的
内裤，不要穿紧身不透气的化纤内裤
或保暖裤，此外不建议长时间穿牛仔裤。

另外，最好不要自行使用外用保
健类洗液等，可每天用清水清洁外阴，
不建议做阴道冲洗。

经血量大需要就诊
月经不调是比较常见的妇科病，

冬季由于季节突然变冷，很多女性保
暖不及时容易出现月经不调的现象。

“偶尔出现一次月经不调不需要

紧张，一旦对于外面的冷气候有所适
应，月经不调现象会逐渐好转。”蔡惠
兰称，除了气候外，情绪、压力、劳累等
因素也会导致月经不调，尤其是青春
期少女和更年期的女性。

蔡惠兰表示，当月经经血量比平
时多、时间长时需要就医。正常情况
下，经期的经血量在20至60毫升之
间，一片卫生巾的吸血量在5毫升，以
每包10片计，每次月经两包左右为正
常，如果血量大于80毫升，则有必要
及时就诊。

蔡惠兰 女，主任医
师，教授，医学博士，中华
医学会咸宁分会会员，湖
北科技学院临床医学院妇
产科学教研室主任，附属
第二医院妇产科主任，从
事妇产科临床与教学工作
二十余年，对妇产科常见
病、多发病诊断及治疗有
丰富临床经验，擅长妇科、
产科各类手术及妇科肿瘤
等方面的诊治。

冬季妇科病高发穿紧身衣易惹妇科病

湖北科技学院附属第二医
院妇产科现开放床位 30 张，下
设妇科、产科两个亚专业，科室

现有正高 1 人，副高 4 人，中级
10 人 其中博士 2 人 硕士 4 人
科内有经红外乳腺诊断仪、乳

腺治疗仪、数码电子阴道镜、
Leep环切电刀、盆腔理疗仪、蓝
氧治疗仪等多种大中型仪器设

备，能开展正常分娩、各种难
产、剖宫产、各种肿瘤、无痛人
流、无痛分娩、不孕不育治疗及

精神病妇女各种生育保健、妇
科、产科各种妇女常见病、多发
病的诊治等医疗业务。

科室介绍

今年2月20日，湖北省政协原主席沈
因洛因病在武汉去世，享年96岁。从踏
上抗日救亡战场，到带领武钢创造辉煌，
再到走上湖北省领导工作岗位，一辈子不
愿意宣传自己的沈因洛，去世后却在荆楚
大地引发强烈反响。

“他不顾家，只晓得工作。”沈因洛的
遗孀曹俊敏说。在沈家客厅里，沈因洛的
遗像下放着两瓶土，它们是沈因洛的外甥
女专程从陕西延安、江苏吴县取回来的，
一瓶为“圣土”，一瓶为“故土”。

红色基因，绿色遗产。沈因洛为党和
人民的事业奋斗终生，受到广大干部群众
深切地缅怀和纪念，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
神财富。湖北省委正在全省党员干部中
开展向沈因洛学习活动。

他像一棵树，
“咬定青山不放松”

1937年，17岁的沈因洛弃医从戎，离
开家乡，踏上抗日救亡战场。他1938年
到达延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
争期间，他参加了“百团大战”；解放战争
期间，他参加了“中原突围”。

新中国成立后，沈因洛先后在解放军
41军和武汉钢铁公司担任领导职务，后担
任湖北省委重要领导职务和湖北省政协
主要领导职务。

从1961年 3月到 1982 年 10月，沈
因洛在武钢工作了21年7个月，历任副
经理、经理，公司革委会副主任、主任，
公司党委第二书记、经理，党委第一书
记。初到武钢时，恰逢三年自然灾害，
苏联终止援建，撤走专家，武钢大批项
目停建停产。沈因洛临危受命，把军队
好传统、好作风带进武钢，带领武钢走上
了正轨。

曹俊敏至今还记得，文化大革命期
间，沈因洛虽然屡屡遭受打击，却从来不
在家人面前叫苦。那时候，他提出了一个
口号：“武钢不能乱，炉子不熄火，生产不
能停”。

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引进一米七轧机，
是沈因洛对武钢最大的贡献。此前，我国
生产的钢铁品质不高，被称为“面条”“裤
带”。带钢、薄板、硅钢等高端产品完全依
赖进口，既花掉大量外汇，又受发达国家
封锁。

作为中方技术谈判总代表，沈因洛殚
精竭虑，排除万难，拿下了合同。随后，他
作为工程指挥部主要领导，率领十万建设
大军参加会战。

1981年底，一米七轧机工程通过国
家验收，正式投产。它改变了我国钢材品
种的结构，成为我国引进消化国际先进技
术的典范。

在先后担任湖北省委重要领导职务、
湖北省政协主要领导职务期间，沈因洛严
于律己，兢兢业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不
懈奋斗；离休后，沈因洛时刻关心关注湖
北的发展，积极发挥余热，建言献策。去
世的前一天，视力严重衰退的他，还让秘
书给他念新的中央一号文件。

支撑沈因洛的，正是共产党人崇高的
理想信念。“在沈老身上，我们看到了一名
党员干部信仰坚定，对党无限忠诚的政治
品质。”湖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老干部局
局长刘艳红说。

他像一株草，
扎根于人民群众的土壤中

“来，尹士，我给你添饭！”40多年了，
武汉钢铁公司党校副教授陈尹士还记得
这声轻唤。那年，还是普通青年工人的
他，和沈因洛等一批武钢人员在北京开
会。午餐时，大家挤在一张大圆桌旁吃
饭，陈尹士坐在墙角，沈因洛坐在他对
面。“我正准备起身添饭，沈经理站起来，

很自然地伸手接碗。”
紧密联系群众，沈因洛坚持了一辈

子。武钢离休干部王国连说，沈老的记忆
力特别好，接触一两次就能记住大家的名
字，工人们有话都愿意跟他讲。

一辆自行车，一个黄布军用挎包，一
个本子，一支笔，沈因洛的足迹遍布武钢
十里钢城、百里矿山。他一连几个月跟工
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一起跳渣坑、搬矿石、
吃冷饭，苦活累活脏活抢着干。

到厂矿检查生产，他总是要转到食堂
去看看，叮嘱后勤人员把伙食安排好，说

“饭菜里面有钢铁，工人们只有吃饱了肚
子才能一门心思多炼钢铁。”

离休后，他深入基层调研，其中2002
年在乡下跑了102天，最远到达湖北与陕
西交界处。

把群众冷暖摆在突出位置，沈因洛一
以贯之。去年，沈因洛作为抗战老兵，获
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
和5000元慰问金。他当即委托湖北省委
老干部局把慰问金转赠给革命老区的困
难群众。最终，这笔慰问金被分为两份，
分别送到了湖北省黄冈市红安县红军烈
属闵新洲、赵治良的手中。

“还没跟恩人打过照面，他就走了！”

闵新洲说。闵新洲去年从高空坠落，脊椎
受伤，不能劳作，他的爱人患精神疾病，生
活不能自理，“沈老的资助是雪中送炭，帮
我们渡过难关。”

湖北省委老干部局工作人员在帮助
整理沈因洛的遗物时，在一个文件袋中发
现了106张捐款收据，其中不少是以曹俊
敏的名义捐出去的，总额达14万多元，而
未写收据的捐款，已经无从知晓。

“沈老心中始终装着群众。”曾经分管
全省农业工作的湖北省政协原主席王生
铁说，在报刊上看到好的经验，涉及广大
农民的利益，沈老总是用笔划出来，通过
信件寄给他，“我在省政府、省委、省政协
工作11年，至少平均一个月收到一份沈
老寄来的刊物。”

他像一杆秤，
称出求真务实好作风

“9月5日，早上6时40分，到蔬菜批
发、零售市场参观，发现批零差价在50％
到100％。白菜批发0.20元／斤，零售为
0.40元／斤；辣子批发0.80元／斤，零售
经分类后1．6元／斤；茄子零售价1．50
元／斤。外来蔬菜从河南来。”这是沈因
洛1996年写的一段民情笔记，那时候他
已离休。

摸实情、说实话、出实招、求实效，沈
因洛反对形式主义，强调求真务实。他的
最后一任秘书陈明说，沈老最反感那些说
官话、不见实际行动的干部。

20世纪末，湖北省一度将农场管理权
上收，引发了农民上访等一系列问题，农
场的场长、属地的领导和普通群众都非常
着急。当时已经80多岁的沈因洛，就此
展开调研，花了120多天，跑遍了全省所
有省属国营农场。

调研结束后，他给湖北省委、省政府
写了报告。湖北省委、省政府经过深入研
究后，重新下放了农场管理权，调动了地
方的积极性。

“沈老对基层的一些大的建设、省里
的规划、国家的战略布局、各个市州的资
源特点都了如指掌，甚至几十年前去过的
地方，他都一清二楚。”陈明说。

沈因洛给湖北省委、省政府提建议，
如果吃不准，一定会先找有关专家、干部
咨询，把情况摸透。每次外出调研，他都
很认真地做笔记。

“他就是这么一个人，处处用共产党
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曹俊敏说。

（新华社武汉12月1日电）

一棵树 一株草 一杆秤
——追记湖北省政协原主席沈因洛（上）

沈因洛（左三）在五三农场调研时与职工交谈（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人社部称

农民工欠薪形势严峻复杂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日电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部长尹蔚民1日说，随着2017年元旦、春节临近，保障农
民工工资支付工作形势十分严峻复杂。

尹蔚民是在2017年春节前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
作视频会上作此表述的。他要求，各级人社部门要积极
采取有力有效措施，确保农民工按时足额拿到工资报酬。

尹蔚民说，当前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面临的压
力依然很大。一方面，工程建设领域存在的深层次矛盾
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依然是发生欠薪的重灾区。

另一方面，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实体经
济困难状况尚未根本好转，钢铁、煤炭等行业产能过剩矛
盾还很突出，不仅增加了工程建设领域的欠薪风险，而且
导致其他行业的欠薪问题明显增多。

他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努力实现春节前拖欠
农民工工资案件和涉及人数明显下降、因拖欠工资引发
的群体性事件数量明显下降，确保发生的拖欠农民工工
资案件基本结案、群体性事件得到妥善处置、涉嫌拒不支
付劳动报酬罪案件及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切实维护广
大农民工的工资报酬权益。

铁路部门

开始办理春运学生团体票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日电 记者从中国铁路总公司

获悉，1日起，铁路部门开始办理2017年春运学生、务工
人员团体票。

12月1日至12月7日，学生旅客可通过学校有关部
门在互联网集中办理学生团体往返票。从12月15日
起，没有参加院校统一办票的学生，可通过互联网、手机客
户端、电话、车站窗口、代售点、自动售票机等各个渠道购
买2017年1月13日至2月26日期间的学生往返车票。

在务工人员团体票方面，铁路部门继续提前使用增
开列车票额办理务工人员团体票,方便务工人员购票。
12月1日至12月6日，具备条件的用工企业可在务工人
员团体票办理网站提报2017年1月13日至2月21日期
间的团体购票需求，并于12月10日至12月16日根据铁
路部门的通知做好取票安排。

武汉城市圈

第4条城际铁路正式开通
据新华社武汉12月1日电 开往孝感东站的C5301

次列车1日6时15分从汉口火车站驶出，标志着武汉城
市圈第4条城际铁路、也是武汉至西安国家高速铁路重
要组成部分的武孝城际铁路正式开通运营，这将为武汉
城市圈乃至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注入强劲动力。

记者从武孝城际车次安排表看到，从汉口、孝感往返
开行的动车都停经武汉天河机场站，从汉口站到天河机
场最短仅需12分钟。天河机场站站长肖宇明说，这个站
是武孝城际唯一的地下车站，目前天河机场T3航站楼暂
未开通，旅客需下车后乘坐机场提供的免费摆渡车办理乘
机。T3航站楼投入使用后，空铁交通将实现无缝衔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