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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准确测量血压？

目前，由南京首先发生的本轮新冠肺炎疫情仍在扩散中。本月 13 日，针对当

本报讯 记者刘念报道：近日，家住咸安区希望桥
社区的张女士咨询，如何在家准确测量血压？
希望桥社区卫生服务站有关医务人员介绍，定期测
量血压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的血压情况。测量血压
并不难，
但也是一件技术活。
要选用符合标准且经过验证的血压计，定期对血压
计校准。血压计的种类有很多，家庭自用优先推荐“上
臂式全自动示波法电子血压计”。对于儿童、孕妇、臂围
＞42 厘米者、心律不齐患者等特殊人群，应使用单独验
证的血压计。
适合臂围的袖带对于准确测量血压至关重要，太
松、太紧都会影响测量结果。自动化电子设备可根据设
备的操作指南选择适宜的袖带尺寸。
测血压时气囊的中心应放在肘前窝的动脉血管搏
动处，袖带的下端位于肘前窝上方 2—3 厘米。袖带顶部
和底部松紧适宜，
以下方能容纳一根手指为宜。

前疫情防控形势和人群流行特征，国家卫健委会同有关部门对戴口罩指引和重点
场所重点单位重点人群防护指南进行了修订，其中，把棋牌室、游船、剧场等定为需
要重点做好防护的高风险场所。
根据此前疾控部门公布的疫情信息，我们得知本轮疫情中机场保洁人
员、地服人员及棋牌室、游船、剧场等都是传染链条中的重要一环。疫情之
下，生活还要继续，今天我以本轮疫情中的几个典型事例谈一谈哪些人群感
染新冠病毒的风险更大，哪些场所传播新冠病毒的风险更高，以帮助大家更加
有的放矢地保护自己、防控未知的风险。

这轮疫情，哪些风险点需要重点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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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洁为什么是
“高风险”岗位

这次南京疫情的源头已经查清，为
机场保洁人员在对有疫情输入的飞机
进行保洁工作时防护不规范所致。因
此不少人认为，机场保洁人员是新冠病
毒感染的高风险人群。这个观点没有
错。但是，机场工作岗位有很多，为什
么首当其冲的是保洁岗呢？
保洁人员的工作职责之一是处理垃
圾，
而垃圾里可能有感染者丢弃的物品、
食物，其上会附着感染者的唾液、飞沫
等。因此，
我们才说垃圾是最危险的，
接
触有可能被病毒污染的垃圾的人，
都是新
冠病毒感染的高风险人群。
飞机、火车、医院等场所人员相对
密集，且流动性大，感染风险较高，相关
保洁人员需学会并坚持科学地处理垃
圾，保护自己免遭感染。例如，在传染
病医院，传染病患者出院后，病房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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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末消毒、开窗通气，然后再行保洁、清
理垃圾，尽量将传染源就地消灭。所
以，各行保洁人员都应注意合理安排保
洁程序，对密闭空间可先行环境消毒，
再行保洁清理；保洁人员要穿好防护服
工作，工作结束后防护服不应带出工作
环境，应进行统一消杀后再处理；垃圾
清运应设专线，并对垃圾分类处理，减
少对环境的污染。
另外，还有一种垃圾最危险，那就
是使用过的一次性口罩、纸巾等。一次
性口罩、纸巾直接接触人的口鼻，也就
直接接触了呼吸道的分泌物，随便丢弃
会造成环境污染，新冠病毒在空气中形
成气溶胶，就可导致疾病的传播。火
车、飞机、医院处理本场所内的一次性
口罩、纸巾，应像医疗垃圾一样专门收
集、统一处理。

封闭室内演出易形成高浓度病毒环境

在本轮疫情中，多地出现与去张家
界旅游相关的新冠肺炎病例，张家界随
后关闭所有景点。另外，株洲、常德、西
安、龙川等地一些旅游景点也因疫情暂
停开放。那么，旅游是感染新冠病毒的
危险因素吗？景区的自然界风景和室
内演出中存在哪些风险？
张家界是我国著名的景区，根据官
方数据，仅今年“五一”假期到张家界的
游客就达 154.1 万人次。本次疫情发生
时，正是暑期旅游旺季，在张家界关闭
景区前 1 天仍有 700 余个旅行团共 1.19
万人前来旅游。这么多游客，绝大多数
没有被感染，被感染者的行程轨迹均指
向一场《魅力湘西》的演出。这说明了
什么？
从传染病的特点来分析，这说明在
张家界的自然风景区是相对安全的，因

为风景区的空气是流动的，从人呼吸道
中排出的病毒很快被风吹散、稀释并失
去活性。但在观看演出的环境则不然，
由于天气炎热，室内开着空调，环境相
对封闭，再加上人员密集、空气不流动，
病毒从感染者呼吸道排出，很容易形成
高浓度病毒环境，一旦未戴好口罩或有
其他疏漏（如用手摸口鼻），就会造成感
染。
从张家界的这次疫情中，我们应该
吸取的经验教训不是不能接触自然界
的风景，景区的室外环境和公园的室外
环境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在空气流动性
好的前提下，只要保持 1 米以上社交距
离，做好相应的防护措施，是相对安全
的。重点是不要在密闭和人员集中的
场所参加演出和活动，不要到景区或公
园的封闭商场集中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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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预防胆总管结石？
本报讯 记者刘念报道：近日，家住咸安区浮山社
区的周女士咨询，
如何预防胆总管结石？
浮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关医务人员介绍，胆总管
结石是指位于胆总管内的结石，是胆道系统的常见病及
多发病。形成胆总管结石的主要原因是遗传性胆固醇
代谢异常、胆汁淤积以及胆道系统的感染。预防胆总管
结石，
注意以下方面：
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有规律地进食，
按时吃早餐，
保持清淡的饮食习惯，
少吃油腻的、
煎炸的、
烧烤食物。一
定要减少高脂肪食物的摄入，
不能长期不吃早餐。
保持适当的运动。可适当锻炼身体，
促进胆汁的排泄。
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胆管反复发炎跟寄生虫有
很大的关系，要注意饮食卫生，尽量远离寄生虫感染的
因素。

棋牌室式快速传播还会不会发生

“南京阿婆”到扬州走亲戚，在棋牌
室打了 4 天牌，导致棋牌室多人感染新
冠 病 毒 ，至 今 已 有 40 余 例 新 冠 病 例 被
发现与棋牌室存在关联。棋牌室暗藏
什么危机，会导致新冠病毒传播速度如
此之快？
这与封闭空间、人员密集且流动性
大的场所特点有密切关系。棋牌室是公
众休闲娱乐场所，来往人员地域较广、人
际关系复杂。 而 且 多 数 棋 牌 室 空 间 狭
小，牌桌间距离很近，很多人聚集在一
起打牌，尤其是在夏天关闭门窗、开着
空调的情况下，空气很容易变得污浊。
另一个原因是，喜欢在棋牌室娱乐的人
员几乎没有风险意识，一待就是几个小
时，甚至更长时间，有人聊天，有人吃东
西 ，手 还 不 断 地 摸 着 牌 ，却 不 戴 口罩。
一旦有感染者进入，自然极易造成疾病
的传播，感染者再外出、社交，传播链便
将继续延长。
其实，不仅是棋牌室、麻将馆，歌厅、
网吧、室内游乐场等，都是传播病毒的高

风险场所。我们建议，无论是高风险还
是中低风险地区的公众，都应远离棋牌
室、室内游乐场等，否则像这次扬州棋
牌室般的快速传播链条还可能出现。
大家可以增加户外活动，如打太极拳、
练健身操、室外慢跑、逛公园等，既能娱
乐身心，又能锻炼身体，保持身心的良好
状态。

如何预防龋齿？
本报讯 记者刘念报道：近日，家住咸安区希望桥
社区的周女士咨询，如何预防龋齿？
希望桥社区卫生服务站有关医务人员介绍，龋齿俗
称蛀牙、虫牙，是一种细菌性疾病。如果患上龋齿又不
及时治疗，会向牙髓炎和根尖周炎的方向发展，甚至引
起牙槽骨和颌骨炎症。
龋齿主要是因为牙菌斑引起的。在进食的时候，牙
菌斑中的细菌会和食物中的糖分或淀粉发生化学反应
后，产生腐蚀牙齿的酸性物质。这样牙齿中的珐琅质便
会破坏，
形成龋齿。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有助于远离龋齿：早晚刷牙，
养成饭后漱口的好习惯。平时饮食应多摄入富含钙、无
机盐等营养食物，尽可能食用高纤维粗糙食物。少吃含
糖分高的食物，如糖、巧克力、饼干等。少吃酸性刺激食
物，临睡前不吃零食。不可吃太多的过于坚硬的食物，
以免牙齿磨损。常参加体育锻炼，
定期检查口腔。

住院陪护是
“院感”
的重要隐患

这里还需说说近日出现的郑州疫
情。其疫情的源头已明确为一起严重的
医院感染事件，由 1 例境外输入性病例引
起，被感染者中大多为住院患者及其陪
护，还有护工和保洁人员。
在当前的特殊环境下，住院患者入院
时都接受过新冠病毒核酸筛查，他们身患
疾病，住院期间的活动范围有限，但他们
的陪护、护工则不同，常可往返于医院内
外，活动范围较大、接触人员较多。由于
医院的特殊性，护工和保洁人员作为一个
不可忽视、不可或缺的群体存在，然而他
们普遍入职门槛较低，消毒隔离的培训不
足，又服务于不同患者，成为了医院感染

的重要隐患之一。
这次发生在郑州的医院感染事件再
次敲响了警钟，医院应尽量减少住院陪
护，加强护工和保洁人员的防疫培训，科
学限制其活动范围，以减少医院感染发生
的风险。
总之，我们必须意识到，在全球共同
抗击新冠疫情的大环境下，道阻路长，且
病毒可能反复无常，前一段时间的疫情控
制是举国努力换来的，如今面对传染性极
强的“德尔塔”，以及未知的其他变异病
毒，只要我们稍有懈怠，就可能前功尽
弃。所以，疫情防控常态化、科学化，将是
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防控重点。

2.辨正反 戴口罩前，将口罩鼻夹
侧朝上、深色面朝外。如口罩无颜色区
别，可根据口罩皱褶判断，皱褶处向下为
外面。
3.严密合 戴口罩时，用双手手指
置于金属鼻夹中部，一边向内按压一边
顺着鼻夹两侧移动指尖，直至将鼻夹完
全按压成鼻梁形状为止。同时快速吸
气，检查空气是否从口罩边缘包括鼻梁
处泄露，
再调整鼻夹。

4.防飞溅 打喷嚏或咳嗽时不需要
摘下口罩，可适时更换；如不习惯，可摘
下口罩用纸巾或肘部遮掩口鼻。
5.护幼儿 帮小朋友整理口罩时，
要做好手卫生，不要用不干净的手触碰
孩子的口罩、脸或头部。
6.勤更换 口罩佩戴使用中，如果
发现口罩明显潮湿或脏污，建议立即更
换新口罩，以免影响防护效果。
（本报综合）

如何应对秋乏？
本报讯 记者刘念报道：
“随着昼夜温差逐渐变大，
早上不愿起床，中午要睡一会，不然下午没有精神。”近
日，家住咸安区希望桥社区的周女士咨询，如何应对秋
乏？
希望桥社区卫生服务站有关医务人员介绍，适当进
补，增加营养。秋季进补宜选用滋阴之品，如百合、芝
麻、秋梨、银耳、莲藕、杏仁等食品。适量增加优质蛋白
质的摄入，如鸡蛋、瘦肉、鱼、乳制品等。宜多吃碱性食
物，如苹果、海带、新鲜蔬菜、香菇、豆类等，中和体内的
酸性物质，消除疲惫。勿过食辛辣和过量饮酒。
规律起居，保证睡眠。早睡早起，最好在 11 点以前
入睡。适当午睡可帮助恢复精力，消除困倦。午睡时间
可选择饭后半小时左右，
休息 20—30 分钟为宜。
多晒太阳，纾解情绪。秋季应多晒太阳，主动疏导
不良情绪。
适度“秋冻”，增强体质。秋末天气渐凉的时候，不
必过早、过多添加衣物，适度对抗“秋寒”。早晚可以适
度运动增强体质，运动后及时擦干汗水。建议随身携带
一件长袖衣衫备用，进温度过低场所时及时添衣。

相关链接
科学戴口罩注意这 6 点

口罩是预防呼吸道传染病的重要防
线，可以降低新冠病毒感染风险。口罩
不仅可以防止患者喷射飞沫，降低飞沫
量和喷射速度，还可以阻挡含病毒的飞
沫核，防止佩戴者吸入。即使打了新冠
肺炎疫苗，也要继续坚持戴口罩。
科学佩戴口罩，
做好以下 6 点。
1.洁双手 日常注意手卫生，佩戴
口罩前和摘下口罩后要洗手，并将口罩
丢入垃圾桶中。

赤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经赤壁市人民政府批准，受赤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托，湖北嘉隆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以公开拍卖方式出让 P（2021）04-1 号赤壁市赤马港办事处大桥社区陆水二桥东侧 2021-交
易-05 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宗地
编号

土地位置

规划指标要求
出让
竞买
土地面积 土地
起始价
年限
保证金
(平方米) 用途 容积率 建筑 绿地率 建筑
（万元）
（万元）
密度
限高 （年）

赤壁市赤马
港办事处大
商业
P（2021）
桥社区陆水 18872.33 商住
40 年
04-1 号
＜2.25 ＜28% ＞35% ＜80 米
5110 2555
二桥桥头东 (合 28.3 亩) 用地
住宅
宗地
侧 2021-交
70 年
易-05号地块
备注：地块内商业建筑面积与计容建筑面 17 时前（以实际到账时间为准）。经审查，申
积的比例不高于 40％（商业建筑面积/计容建 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并具备申请条件
筑面积≤40％）；地块容积率指标下限不得低 的，湖北嘉隆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将在 2021 年 9
于国家相关规定。地块详细规划条件以赤壁 月 9 日 17 时 30 分确认其竞买资格。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的《赤壁市赤马港办
七、拍卖时间地点：定于 2021 年 9 月 10 日
事处大桥社区陆水二桥东侧 2021-交易-05 号 上午 10 时在赤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赤壁
地块规划条件》为准。
市河北大道 391 号）二楼会议室举行。
二、竞买人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
八、本次拍卖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将在有
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竞买（除 关媒体刊登变更公告，届时以变更公告和拍卖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申请人可以单独申 出让文件的内容为准。
请，也可以联合申请。参加竞买须提出竞买申
九、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
请，并按《拍卖出让须知》中要求提供相应文件
赤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资料。
单位地址:赤壁市瑞通大道 198 号
三、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采取
联系地址（土地交易业务）：
赤壁市公共资源
增价拍卖方式，
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交易中心三楼305室（赤壁市河北大道391号）
四、现场踏勘和地块情况介绍：地块自公
联系电话：
0715-5368890、
告之日起在其所在地公开展示，湖北嘉隆国际
0715-5889579
拍卖有限公司对本次拍卖出让不另行专门组
联 系 人：
石先生
织现场踏勘和地块情况介绍，竞买人可在公告
湖北嘉隆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期间自行踏勘现场。
联系地址：
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456号5楼
五、领取拍卖文件与报名的时间和地点：
申
联系人：
胡先生
请人可于 2021 年 8 月 20 日至 2021 年 9 月 9 日
联系电话：
027—87506776
17时前到赤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或湖北嘉隆
13907130903
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获取拍卖文件及报名。
开户单位：
赤壁市非税收入财政专户
六、竞买资格确认：申请人应于 2021 年 8
开户银行：
湖北银行赤壁支行
月 20 日至 2021 年 9 月 9 日 17 时前到赤壁市
账号：1606 0012 1000 10018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一楼大厅提交书面申请。
赤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交纳竞买保证金截止时间为 2021 年 9 月 9 日
二 0 二一年八月二十日

咸安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咸安网挂 G﹝2021﹞26-27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规定》和《咸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规则》
等有关规定，经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人民政府批准，咸宁市咸安区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定于 2021 年 8 月 20 日至 2021 年 9 月 20 日，在湖北省咸
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网上交易系统公开挂牌出让咸安网挂 G﹝2021﹞
26-27 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授权咸宁市咸安区国土资源局
土地交易中心具体承办，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地块简介（宗地的四至见挂牌宗地图）
地块编号
宗地位置
土地面积（㎡）
容积率
建筑系数
主要
规划
建筑层数
指标
建筑高度
绿地率
规划用途

咸安网挂 G﹝2021﹞26
咸安经济开发区园内
34679（52 亩）
≥1.0
≥40%
≤15%
工业用地

咸安网挂 G﹝2021﹞27
咸安经济开发区园内
12743.1（19.11 亩）
≥1.0
≥40%
≤15%
工业用地
制作及安装新能源项目的
生产、开发、销售钢结 配套设备，以及新能源、特
产业定向
构建筑
别是风力发电项目的土建
及安装工程施工
投资总额（万元）
≥9900
≥10000
投资强度（万元/亩）
≥150
≥150
税收强度（万元/亩）
≥15
≥15
能耗标准（tce/万元）
≤0.003
≤0.003
出让年限
50 年
50 年
履约保证金（万元）
684
252
挂牌起始价（万元）
684
252
二、以上两宗地按
“标准地”挂牌出让，项目环保需要符合空间准入
标准，禁止排放含重金属等污染物，禁止燃煤锅炉；污染物排放标准符
合《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
标准》相关要求；环境质量管控标准符合《工业企业噪音》三类要求、
《空
气质量》二级、
《地表水》三类、
《声环境》三类等要求。
三、竞买人资格及其他要求
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
规等另有规定外，均可通过网上注册参加报价竞买。参加竞买须提出
竞买申请，
并提供竞买须知中要求提供的相应文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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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咸安网挂 G﹝2021﹞26-27 号地块竞得人须严格执行国家产业
政策、环保法规和投资强度。受让宗地范围内用于企业内部行政办公
及生活服务设施的占地面积不得超过受让宗地面积的 7%。
3、在咸宁市范围内存在欠缴土地出让金未及时缴纳的、有闲置土
地及其他违法用地未及时纠正的、被省厅和市政府或区政府相关部门
列入联合惩戒黑名单的自然人、法人和组织不得参加本次咸安网挂 G﹝
2021﹞26-27 号地块竞买。申请人在申购土地前须到咸宁市咸安区国
土资源局土地交易中心查询拟申购信息主体的信用信息情况。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不设底价，按价高者得的原
则确定竞得人。
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在互联网上交易，即
通过湖北省咸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网上交易系统进行。凡办理数字
证书，按要求足额交纳竞买保证金的申请人，方可参加网上挂牌交易
活动。
六、本次网上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咸宁市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规则》、
《咸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网上交易
系统操作说明》和《咸安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须知》等
文件，有意竞买人可登录咸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网上交易系统（http:
//219.139.108.3）查询。申请人可于 2021 年 8 月 20 日至 2021 年 9 月
17 日，在网上浏览或下载本次挂牌出让文件，并按上述文件规定的操
作参加竞买。
七、本次网上挂牌缴纳保证金截止时间为 2021 年 9 月 17 日下午
16 时，网上报价时间为 2021 年 9 月 10 日上午 8 时到 2021 年 9 月 20 日
上午 11 时止，挂牌报价时间截止时，经系统询问，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
续加价的，
系统将自动转入网上限时竞价程序，
通过竞价确定竞得人。
八、咸宁市咸安区国土资源局土地交易中心对本次网上挂牌出让
活动不另行组织现场踏勘和地块情况介绍，竞买人可在公告期间自行
踏勘现场。
九、如果在使用湖北省咸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网上交易系统过
程中遇到问题或困难，请在分清问题类型的同时，与下列有关工作人
员联系：
土地交易业务及网上技术咨询电话:
钱女士：
18696243143
地址：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金桂路 139 号 5001 室
数字证书办理及咨询电话：
汪先生：
15872011934
地址：湖北省咸宁市温泉咸宁大道国际大厦 A 座 15 层
咸宁市咸安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日

农发行嘉鱼县支行投放 1.07 亿元

助力城乡一体化建设

本报讯 通讯员陈智报道：
近日，
农发行嘉鱼县支行成功投放 1.07 亿元
城乡一体化中长期贷款，
用于支持武汉东湖学院南校区（一期）项目建设。
武汉东湖学院南校区是湖北省发改委重点建设项目，规划总用地面积
约 1436.25 亩，总建筑面积约 58 万㎡，计划分两期建设完成，其中一期主要
完成满足不低于 6500 人的必要教学、生活、活动场所的建设；南校区二期
项目规划总用地面积 847.48 亩，总建筑面积 36.29 万㎡，主要建设教学楼、
学生宿舍组团、专家楼组团、创新中心等建筑。截止至目前，农发行嘉鱼县
支行已对该项目信贷支持 3.5 亿元。
项目的建设将有力推动嘉鱼县“产、学、研”结合、人才培养、科技成果
转化、教育研究和文化建设等方面发展，促进高校教育、科研、人才优势与
嘉鱼县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加快高校科研成果转换，吸引并留住人才，以
更好的产业发展基础与承载能力吸引投资，改善区域整体形象，进而进一
步加快城市现代化建设进程，为嘉鱼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遗失声明
王落保遗失位
于通城县五里镇五
里牌社区六组的集
体 土 地 证 ，证 书 编
号：2436-13，宗地
面 积 172.31 平 方
米，特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咸宁鑫阁调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21202MA497JWX65）经股东会决
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公司
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500 万元减至人民币 50 万
元，请债权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
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逾期不
提出的视为没有提出要求。特此公告
咸宁鑫阁调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2021 年 8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