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什么18-23周是超声诊断胎儿畸形的黄金时期？
此时期胎儿各器官已发育成熟，羊水量适中，肢体活

动自如，是超声发现胎儿畸形的黄金时期。我院制定
18-23周系统胎儿超声规范图，它将系统记录胎儿各器
官结构包括头颅，面部，胸，腹腔，心脏，肝，双肾，肢体，宫
颈，胎盘等结构，可以发现大多数胎儿结构畸形。

28-32周为什么需要再次超声检查？
1. 以为有些胎儿畸形是在胎儿发育过程中逐渐表现

出来的，如胎儿脑积水，胎儿膈疝，泌尿系统等畸形它可
以发生于任何孕周，甚至在出生前才发生。

2. 胎儿宫内生长迟缓常常在这个时间发生。母亲糖
尿病胎儿这个时期已表现胎儿体重超标。

3. 这时超声检查是对18-23周超声检查可能漏诊的
畸形，如心脏畸形的一个很好的补漏机会。

分娩前超声检查是重要的

为了您宝宝和母亲的平安，分娩前我们希望准妈妈
接受最后一次超声检查，这次超声重点观察的指标包括：
胎方位，胎儿大小，胎盘与胎儿循环，羊水量，胎盘成熟
度，有无胎盘早剥或前置胎盘，脐带有无绕颈，脱垂等。
上述检查项目对临产时医师选择正确的分娩方式，对母
亲和胎儿健康平安是至关重要的。而这些项目在我们常
规的门诊产检是无法观察到的。尤其是在整个孕期从未
接受超声检查的准妈妈，为了母亲和孩子平安，分娩前务
必要接受一次超声检查。

B超室咨询电话：0715-8107810

中、晚孕期超声检查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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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市装饰办加强
立面施工安全管理
本报讯 通讯员于志兰、周密报道：为

确保赤壁市主要干道建筑立面整治工作顺
利进行，日前，赤壁市装饰办执法人员、建工
局质监站工作人员联合对该市正在施工的8
栋立面改造建筑进行了一次专项安全检
查。检查中发现，施工方普遍存在未制定专
项安全施工方案；部分单位路建筑安装大楼
等项目施工人员在施工过程中未扣安全带；
部分施工方责任主体尚不明确等问题。对
于发现的问题，赤壁市装饰办要求施工方及
时整改，并现场督办，要求现场整改到位，未
能即时整改的已要求限时整改到位。

第三章规划设计
第八条 各级城乡规划管理

部门对应当按照绿色建筑要求
建设的项目，在用地选址、规划
设计条件核准和规划审批等环
节应当执行《绿色建筑评价标
准》（GB/T50378—2014）和《湖
北省绿色建筑省级认定技术条
件（试行）》等相关规定。

凡应按照绿色建筑要求建
设的项目，应当按照绿色建筑相
应标准、规范进行规划设计并通
过市城乡规划与建筑方案专家

评审委员会评审。

第四章土地出让（划拨）
第九条 建设单位应当按

照绿色建筑标准节约集约利用
土地，合理开发利用地下空间。

第十条 各级国土资源管
理部门应当严格把关，将设计建
造绿色建筑的相关要求作为土
地出让的条件。（未完待续）

建筑节能
圆低碳居家梦想

咸宁市墙体材料革新与建筑节能办公室协办
地址：咸宁大道168号市住建委七楼 电话：8255137

咸宁市绿色建筑实施管理办法
（2017年1月1日起实施）

据新华社北京11月9日电 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中央宣讲团连日来在山
西、河北、四川、浙江等地举行十九大精神
报告会，与基层党员群众交流互动。许多
干部群众表示，通过聆听宣讲，更加明确了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宏伟目标，汇聚起
为实现伟大梦想奋勇向前的磅礴力量。

9日上午，中央宣讲团党的十九大精
神宣讲报告会在太原举行。中央宣讲团成
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
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监察部部长杨
晓渡作宣讲报告。在近3个小时的宣讲报
告会上，杨晓渡紧扣党的十九大报告原文，
紧紧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这个主线，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地
对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新思想、新论断、新要

求、新任务作了系统深刻地生动解读。
9日下午，杨晓渡前往太原市小店区

亲贤社区向基层干部群众面对面宣讲党的
十九大精神。

7日下午，中央宣讲团成员，全国政协
副秘书长、办公厅研究室主任舒启明在河
北石家庄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舒启明对
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了全面、生动的解读，深
刻阐释了党的十九大主题，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内涵，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等一系列重
大问题。宣讲报告会以广电网络视频会议
的形式召开，除石家庄市主会场外，河北省
各市县设分会场，全省11.1万党员干部群
众收听收看宣讲报告。

8日上午，舒启明一行在河北保定市
阜平县骆驼湾村与干部群众进行互动交

流。
“只要有信心，黄土变黄金。骆驼湾村

近年来发生了巨大变化。”70岁的孙正泽
与村民们表示，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
村振兴战略，大家对脱贫致富奔小康更加
充满信心。

8日上午，成都金牛宾馆大礼堂内座
无虚席。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央党史研究
室主任曲青山以“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高举旗帜 团结奋进”为题作了宣讲报告。

“宣讲既解惑也解渴，加深了对十九大
精神的理解，加强了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领会。”四川省社会科
学院党委副书记陈井安说。

8日下午，中央宣讲团成员走进四川
大学，与青年学生、教师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互动。曲青山说，青年是中国的未来，青年

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学生
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贡献力量。

8日上午，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报告会
在浙江省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央宣讲团成
员、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冷溶围绕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从8个方面进行宣讲。

安吉县天荒坪镇余村是习近平同志当
年作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科学论断
的地方。8日下午，宣讲团来到这里，走进
农家院落，与干部群众促膝交流。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总书记的这
一论断充满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写入
了十九大报告中的‘十四条基本方略’。”冷
溶说，“这就启示我们，要提供更多优质生
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
环境需要。”

牢记新时代历史使命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中央宣讲团在山西、河北、四川、浙江宣讲

新华社北京11月9日电 中央军委
日前印发《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的意见》，要求全军和武警部队迅
速兴起热潮、努力走在前列，切实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九大精神上来，把智慧
和力量凝聚到完成党的十九大确定的各项
任务上来，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把强军事业
不断推向前进。

《意见》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
习主席决策部署，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和头等大事，
以鲜明政治态度和强烈政治责任加强组织

领导。贯彻“关键要实”的要求，在学懂弄
通做实上下功夫，扭住质量效果这个关键，
突出昂扬向上、平实务实的鲜明基调，精心
筹划安排，抓好贯彻落实。领导干部要做
真学真懂真信真用的模范，带头学、带头
讲、带头干。

《意见》提出，要全面准确学习领会党
的十九大精神，原原本本、原汁原味地学习
理解。深刻领会党的十九大的主题，深刻
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历史地位和丰富内涵，深刻领会党的十
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生的历史性变

革，深刻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
时代，深刻领会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深刻领会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深刻领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和向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深刻领会社会主
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
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的重大部署，深
刻领会习近平强军思想和全面推进国防和
军队现代化的重大部署，深刻领会坚定不
移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部署。

《意见》要求，要认真抓好党的十九大
精神学习教育和集中培训，集中开展宣讲

活动，精心搞好新闻宣传，认真组织研究阐
释，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凝心聚魂，牢固确立习近平强
军思想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指导地位，
立足新的政治站位维护核心、铸牢军魂，推
动新的战略部署进入各项建设和工作，聚
焦能打仗、打胜仗锻造部队过硬战斗力，坚
持厉行法治狠抓全面从严治军，贯彻全面
从严治党要求大力加强军队党的建设，切
实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
务，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中央军委印发《意见》要求全军和武警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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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福州11月9日电 工业和
信息化部信息化和软件服务业司副司长
朱皖表示，当前我国物联网生态体系正逐
步搭建，垂直行业融合加速，专利申请数
量逐年增加，在国际标准化制定中已经取
得显著成效。

这是朱皖9日在福州开幕的以“智能
物联，共创智慧社会”为主题的2017中国
物联网大会上表示的。

今年6月，工信部提出全面推进广覆
盖、大连接、低功耗的移动物联网基础设
施，加强物联网产业的创新能力建设，推
进公共安全、医疗卫生、城市管理、民生服
务领域应用示范的建设等工作。

“从当前发展阶段看，前期开展的应

用试点示范作用已经显现，物联网与零
售、交通、物流、环保、医疗健康、安防、电
力等领域相互融合，并开始规模应用。国
内初步形成了环渤海、长三角、泛珠三角
和中西部四大区域集聚发展的空间格
局。2015年，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成为全
国第4个国家级物联网园区，窄带物联网
的创新应用走在全国前列。”朱皖说。

我国物联网产业体系也正在形成，物
联网产业规模从2009年1700亿元跃升
到2016年超过了9300亿元。朱皖说，我
国在芯片、传感器、终端设备、应用软件、系
统集成、通信网络等方面都已经形成了较为
完善的产业链，基于全球规模最大的移动通
讯网络部署了超过1亿的M2M终端。

我国大力搭建物联网生态体系
在国际标准化制定中已取成效

据新华社武汉11月9日电 随着“汉
工排6号”工程船将一片片沉排缓缓沉入
江中，长江中游蕲春航道整治工程正式开
工，拉开了人们期盼已久的“武汉至安庆6
米水深、武汉至宜昌4.5米水深航道整治
工程”（“645工程”）建设序幕。

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局长唐
冠军表示，“645工程”的实施，将有效解决
长江干线航道“两头深、中间浅”问题，形
成一条串起湘、鄂、赣、皖四省的“水上高
速公路”，有利于武汉长江中游航运中心
建设，长江干线航道通航能力也将整体飞
跃。

湖北省交通运输厅厅长何光中说，
“645工程”实施后，1.3万吨级内河船和1

万吨级江海船将直达武汉、5000吨级内河
船直达宜昌。投入运营后（按20年测算），
航运直接经济效益达547亿元，沿江物流
成本大幅降低，还将产生巨大的生态效
益。2020年、2030年和2040年将可节约
船舶能耗约2.8万吨、4万吨、4.2万吨。

黄金水道正在发挥黄金效益。长江
南京以下12.5米深水航道初通，有效提升
了长江江苏段大型海轮的实载率，改变了
进入二期工程河段的5万吨级大型船舶需
减载、亏载15％至30％运输的情况。据
统计，初通航道试运行以来，吃水超过初
通前9.7米限制标准的到港船舶数量增加
了30％以上，其中7万吨级以上船舶到港
数量增加了20％以上。

我国整治长江干线瓶颈航道
构建“水上高速公路”

转型升级势在必行。近几
年，潜江工业产业结构由“重”转

“轻”、科技含量由“低”转“高”、
投资强度由“小”转“大”、环保要
求由“松”转“严”，潜江在转型
发展中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打造“光纤制造之都”

潜江拥有中国光纤光缆生
产企业的龙头老大——长飞光
纤、省内知名石英玻璃锭制造
商——菲利华、江汉油田三瑞
科技公司、菲布雷格有限公司、
鑫友泰等一批光电子信息产业
企业。潜江依托江汉盐化工业
园、新城区产业，做强光棒光纤
制造产业，扩展半导体材料市
场，大力发展电子信息软件业
以及拓展电子信息终端产品制
造产业。

去年，长飞光纤光缆有限
公司联合日本信越化工、法国
液化空气（中国）投资公司、成
都蜀菱科技共同建造“长飞科
技园”，拉开打造“光纤制造之
都”大幕。与长飞毗邻，湖北菲
利华石英玻璃公司投资2.7亿
元，启动了年产2400吨信息产
品用石英锭和年产200吨合成
石英玻璃材料项目建设。

从无到有，由小变大，短短
时间里，潜江光信息电子产业
崭露头角，成为潜江经济发展
的主力军。

拓展生物医药发展空间

近年来，潜江将本地优势
资源与高科技相融合，不断延
伸产业链，拓展生物医药发展
空间。

利用废弃虾壳开发甲壳素，再对甲壳素进行深加
工得到氨糖等多种高附加值产品，华山水产凭借出色
的研发能力和先进的工艺设备，正向生物医药领域大
步迈进。

同样是利用本地优势资源，潜江市潜半夏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集半夏种植、加工、产品销售于一体的产业
发展蓝图正在铺展。从潜半夏良种繁育、标准基地建
设、产品深加工，再到以诊疗形式进行线上线下的产品
销售，一条完整的生物医药产业链正在形成。

潜江制造向高端进发

经过历年发展，潜江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基本形成
了石油化工装备、环保科技设备、汽车零部件等产业体
系。产业基础雄厚，龙头企业带动作用明显，智能化改
造取得进展，自主知识产权不断涌现。

石油化工装备产业围绕牙轮钻头、金刚石钻头和
石油机械不断延伸产业链，现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58
家。环保产业以江汉环保为龙头，现聚集企业8家，年
实现产值 15亿元，税收 1000万元，带动就业 1500
人。以东方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为代表的汽车工业配
套企业已初具规模，具有一定的人才和技术优势。

“不转型升级，就没有‘四化’同步。”“决战工业
3000亿，关键在企业，关键在企业家。”……潜江市市
委书记黄剑雄在多个场合这样表态说。近几年，潜江
市工业经济继续逆势奋进，实体经济回暖向好、传统产
业高端发展、新兴产业集群发展……转型升级，让潜江
这个资源枯竭型城市迎来了新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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