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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曾丽萍 实
习生 魏郡玉）“环境污染指数直
接关系着群众的幸福指数，政协
组织和政协委员要置身其中、积
极行动，当好‘推进者’和‘监督员
’，助力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昨
日上午，市政协召开十五届十六
次主席会议，对全市污染防治工
作进行专题协商议政。市政协
领导沈岳方、钱留梅、沈留海、谭
国祥、陈建红，市政协秘书长吴
卫方参加会议。副市长符卫国
应邀出席会议。

今年，市政协调研协商活动
突出统筹谋划，聚焦“防范化解
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
三大攻坚战，同步设置三大主课
题、15个子课题，全方位、立体化

开展调研。今年3月上旬以来，
围绕“污染防治”这一主课题，5
个子课题组根据各自选题内容，
开展走访、座谈、外出学习考察
等一系列调研活动，形成各自的
调研成果。

会上，农委、发改经信委、城
管局、环保局分别围绕污染防治
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介绍。近
年来，我市在不断加大环保基础
设施建设力度的基础上，切实抓
好环境问题整改工作，全市环境
质量得到明显好转，生态文明建
设取得阶段性进展。2017年，我
市环境空气二级以上天数比例
达84.32%，PM2.5浓度较2016年
下降了2.1%，饮用水源地水质达
标率为100%，大气和水环境质量

考核位列镇江第一。
随后，致公党、城建委、提案

委、农工党、无党派分别围绕城
市生活垃圾分类处置，挥发性有
机物综合治理，关闭化工、电镀
企业污染土地监管和治理修复，
农业面源污染，城市汽车维修行
业VOCs专项整治等课题建言献
策，调研内容详实、实事求是、一
针见血，给出的意见和建议具有
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符卫国表示，会后将第一时
间组织相关部门对此次调研内
容进行认真梳理，深入研究，消
化吸收，努力把会议成果转化为
推进全市污染防治工作的具体
举措，进一步提高政府工作效率
和环境治理的精准水平。

“污染防治被列入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之
一，其重要性和艰巨性不言而
喻。”市政协主席沈岳方说，政协
要主动担当，发挥民主监督的独
特优势和重要作用，助推市委、
市政府科学治污、精准治污、依
法治污。

沈岳方强调，要共治共防，
落实落细，各相关部门要依法履
职、监管到位、协同发力，形成高
效工作协作机制；要跟踪问效、
协商有成。市政协相关委办要
适时组织跟踪视察，进一步推动
协商成果更好地转化与落实，加
强协作配合形成监督合力，确保
全市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为丹阳
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市领导督查畜禽养殖污染整治

本报讯 （记者 菀滢）自
去年全市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及
综合利用工作开展以来，我市
禁养区养殖场清栏关闭工作全
面结束，非禁养区养殖场治理
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为更加有
序推进整治工作，昨日下午，市
领导赵志强、魏国荣赴界牌镇、
访仙镇及吕城镇的 4家非禁养

区畜禽养殖场，进行现场督查。
界牌镇的荣鑫猪场2001年

建场，占地约26亩。养殖场虽建
有沼气工程，但污染治理仍不到
位，日前已签订关闭协议，于4月
底前关闭拆除。在督查中，市委
副书记赵志强详细了解了该养
猪场的存栏情况、关闭拆除方案、
后续事宜等，当得知养殖场面临
存栏猪销售难的问题时，他立即
要求市农委帮忙协调，在最短的
时间内将存栏猪全部销售出去，
以确保养殖场关闭拆除进度。
据了解，该养殖场位于界牌镇的
界中社区，拆除后，将在原址建设
供村民休闲娱乐的健身广场。

还未走进访仙镇萧家村后
册塘村的戎敖平养殖场，便已闻
到一股刺鼻的味道。据了解，该
养殖场养殖了生猪和蛋鸡，猪场
虽建有三格式化粪池、集粪棚等
治理设施，但雨污分离不到位，治
理设施运行不正常、不规范；蛋鸡
场集粪池无顶棚，直接在田间晒
粪，无防渗透设施。赵志强了解
情况后要求市农委与环保局拿
出合理的整治方案，建立完善的
检测机制，严格按照“治理设施符
合标准，能够日常化运作，治理后
能够达标”的要求整治，不能查而
不处。

在吕城镇薛波鸭场，三辆挖

掘机和十几名工人正在作业，拆
除养殖棚架，与之相邻的庞玉中
鸭场已经拆除。记者从市农委
了解到，截止到去年6月30日，我
市禁养区605家养殖场户已全部
清栏关闭，并通过市里的联合验
收；非禁养区769家养殖场（户）
中，省级规模养殖场208家，通过
市检查认定小组联合检查认定
的有196家，治理率为94.23%；县
级规模以上省级规模以下养殖
场561家，由各镇区自验，市检查
认定小组进行抽验。目前，我市
2018年规模养殖场清单已建立，
共有县级以上规模养殖场 624
家，其中省级规模养殖场221家。

本报讯 （记者 尹媛）昨
日下午，省人大常委会人代联
委主任刘广忠带队来丹，走访
看望省人大代表汤龙保和陈
晓龙，实地查看了他们的工作
环境，深入了解了他们的学
习、工作及生活情况，并听取
了他们的相关意见和建议。
镇江及我市领导岳卫平、李忠
法、符红海参加活动。

刘广忠一行首先来万新
光学，看望了万新光学集团董
事长汤龙保。据了解，1992年
接手万新光学的汤龙保，从负
债近400万元，一路爬坡过坎、
披荆斩棘，经过 20 多年的努
力，万新光学销售、利税、人均
年收入均以百倍增长。2010
年12月，万新与世界顶级的树
脂镜片生产企业法国依视路
强强联合，合资成立江苏万
新光学有限公司，立志把

“万新”品牌推向极致。如
今，万新光学已成为亚洲最
大的CR-39树脂镜片生产基
地之一、中国专业生产眼镜
的重点骨干企业、中国眼镜
制造业首家获得中国驰名商
标的企业。

随后，刘广忠一行来到大
亚集团，看望了大亚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总裁陈
晓龙。作为大亚科技集团新
的掌舵人，陈晓龙坚持以企业
创新发展为己任，集团已发展
成为以家居产业为主导，以包
装、汽配和 IT产业为基础的，
集多个国际著名品牌、数千
个国内外营销网络、拥有行
业内知识产权最多的中国 500
强民营企业、国家级重点农
业龙头企业和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今年，大亚将把重心
放在进一步提升资产质量以
及运营效率上，在整个产业
链端打造“制造+资本+服务”
的新模式。

当天，刘广忠一行还参观
了中国（丹阳）国际眼镜城和
中国眼镜博物馆，了解了视界
小镇建设规划以及丹阳眼镜
发展的历程、现状、成果、未来
规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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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联委领导来丹
走访省代表

助推市委市政府科学、精准、依法治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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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路，一群人
——记住建局重点工程办公室北二环道路建设项目部

本报记者 丽萍 实习生 郡玉 通讯员 周钰

孙瑜彬在北二环施工现场查看施工质量孙瑜彬在北二环施工现场查看施工质量
记者记者 丽萍丽萍 通讯员通讯员 周钰周钰 摄摄

巨大的箱涵、林立的吊机、挥
汗的工人……回想北二环道路施
工现场，热火朝天、宏伟壮观、紧张
快干是大家第一时间想起的画
面。可以说，北二环拓宽改造工程
是迄今为止我市投资额最大、工程
量最大、工期最短的道路项目。在

这个巨大体量的道路工程背后，有
这么一个团队，正是因为他们的科
学组织、协调推进、匠心管理，北二
环路才得以快速推进、按期按质完
工。他们就是住建局重点工程办
公室北二环道路建设项目部。

北二环改造工程分为北二环
道路改造工程和北二环下穿京沪
铁路立交工程。住建局重点办北
二环道路建设项目部主要负责北
二环道路改造工程的建设。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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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银行 大众理财银行

龙泽华夏龙泽华夏 盈享财富盈享财富

1.本宣传内容不构成理财产品的法律要约。2.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投资需谨慎。风险提示：
购买渠道：柜台、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华夏e社区APP

产品名称

增盈2115号

升盈84号

新盈103号

增薪盈54号

发售日期

2018.4.25-2018.5.03

2018.4.26-2018.5.03

2018.4.25-2018.5.03

2018.4.26-2018.5.03

期限
（天）

101

192

249

188

139

221

213

111

预期最高
年化收益率

5.35%

5.50%

5.60%

5.30%

5.40%

5.45%

5.28%

5.40%

认购起点
（万元）

20

100

300

5

5

5

销售
渠道

柜台、网银、手机、华夏e社区

柜台、网银、手机、华夏e社区

柜台

柜台、网银、手机、华夏e社区

柜台

龙盈2号 净值型理财产品净值公告

截止4月23日
产品净值为1.1106

净值折算近一周年化收益率6.11%
净值折算今年以来年化收益率5.95%

1.产品风险评级平衡型
2.每周第一个工作日可申购赎回
3.募集资金投向：货币、债券及非标债权
4.温馨提示：产品额度稀缺，建议选择“预
约申购”提前锁定产品额度

理财产品过往业绩不代表理财产品未来收益，产品信息以产品说明书为准

新华社北京4月25日电 4
月 25日是第 32个“全国儿童预
防接种日”。40年前，我国开始
实施计划免疫。40年实践证明，
免疫规划是各类卫生工作中成
本效益显著、影响广泛的公共卫
生举措之一，对有效保障儿童健
康作出了贡献。

不少人有这样的疑问，疫苗
是如何生产、运送和储存的？整
个过程的质量监管是否到位？
记者从湖南、浙江、云南等地疾
控部门了解到，目前，我国建立
健全了政府主导、部门协作、社
会参与的免疫规划工作机制，对
疫苗储存运输和接种等各环节
实行全程适时监控，确保疫苗质
量和接种安全。

目前，我国疫苗分为两类，
第一类疫苗是政府免费向公民
提供的疫苗，第二类是由公民自
费并且自愿受种的其他疫苗。
记者从湖南省疾控中心了解到，
第一类免费疫苗由卫生部门负
责招标、采购，疾控中心统一领
取，疾控中心工作人员领取疫苗
时需要携带冷藏箱，并放置足量
冰块，确保冷藏箱温度达到疫苗
储存要求，再将疫苗放置冷藏箱
中，再运输至医院。疫苗由疾控
中心分发至医院后，医院将疫苗
按要求储存温度分别存放至冷
冻室内，同时按要求填写《疫苗
出入库登记表》。

湖南省疾控中心免疫规划
科科长张淑君说，湖南疾控部门

规定，医生给婴幼儿接种疫苗
前，需要确认婴幼儿是否患有严
重器官疾病、急性感染性疾病发
热、对疫苗成分过敏等。医生会
严格按照操作要求，对婴幼儿进
行疫苗接种。

湖南省卫计委副主任易露
茜介绍，为了确保疫苗安全，目
前湖南建立了疫苗批签发、运
输、储存、接种全过程监管体系，
确保疫苗安全质量无缝监管；实
施疫苗批签发“双保险”制度：一
方面药品检验机构要在实验室
按照标准对疫苗各项指标进行
检验；另一方面药品检验机构要
对企业提交的生产过程质量控
制进行严格审核。

浙江省疾控中心免疫规划
所所长谢淑云告诉记者，随着预
防接种观念的深入，公众对疫苗
安全的关注度越来越大。国产
疫苗从研发、生产到审批、上市
都有非常严格的流程要求。

“首先是动物实验，达到一
定的规范性和有效性后进入人
体试验，人体试验又分一期、二
期、三期，试验结果论证疫苗安
全有效后，才能通过审批并生
产。生产上市前，每一批次的疫
苗还要抽检。疫苗通过国家食
药监部门的审批后，相应企业开
始生产上市。”谢淑云说。

据浙江省疾控中心介绍，在
浙江，一类疫苗由省级疾控中心
通过集中采购平台集中采购，然
后通过省、市、县疾控部门逐级

配送。为保障预防接种有效性，
浙江省省级财政持续加大财政
投入，三年来连续投入 5000 多
万元，用于各级疾控中心和基层
接种单位的冷藏车、冷库和冰箱
等冷链设施装备。二类疫苗由
各县疾控中心通过集中采购平
台采购，之后供应给辖区内的接
种门诊。运输方面，主要由生产
企业或委托有冷链资质的运送
企业，把疫苗运送到县级疾控中
心。

云南省卫计委副主任陆林
告诉记者，云南省已经建立从省
至村的预防接种服务网络，全省
拥有预防接种点近 2万个，服务
半径在 5公里内，方便市民接种
疫苗。云南使用的一类疫苗从
出厂到接种点，均实行全程监
控，并定期对疫苗的运输、配送、
储存进行监测。

“现在不少家长习惯带孩子
挤到大医院打疫苗，其实大医院
的疫苗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
疫苗都来源于疾控系统，家长没
必要舍近求远。”长沙市中心医
院新生儿科主任王美团提醒。

记者了解到，目前，在湖南、
浙江、云南等地已建立了疑似预
防接种异常反应监测系统。针
对注射疫苗后出现异常反应，疾
控部门会组织专门调查，并请免
疫、流行病学、临床、药学等专家
会诊，如判定确实是疫苗引起的
临床异常反应，接种者将获得相
应补偿。

七国集团外交部长会议日
前发表联合公报，认定俄罗斯关
联多个国际及地区热点和冲突，
要求俄方停止“破坏稳定”。

只是，这些西方国家的外长
同时决定，继续就地区和全球事
务与俄罗斯合作，呼吁俄方做

“建设性伙伴”。

【责任在俄】

加拿大是今年七国集团轮
值主席国，外长们本周早些时候
聚会多伦多市，讨论叙利亚局
势、乌克兰危机、伊朗核问题全
面协议、朝鲜半岛局势等国际事
务，为今年 6月 7日至 8日在魁
北克省举行七国集团领导人会
议做准备。

按照联合公报的说法，七国
集团外长认定俄罗斯干涉乌克
兰局势、支持叙利亚政府使用化
学武器、试图干预多个国家选
举、应为俄方前情报官员在英国

“中毒”承担责任。
七国集团将设立一个工作

组，研究俄方“恶意行为”，尽快
为推动成员间合作应对干预选
举的外部势力制定计划，在特定
情况下对俄罗斯施加更多制裁。

加拿大外长克里斯蒂娅·弗
里兰在记者会上说，与会外长

“用了大部分时间讨论俄罗
斯”。她指认俄方行为“挑战依
据规则建立的国际秩序”，警告
俄方将“承担后果”。

在英国外交大臣鲍里斯·约
翰逊看来，七国集团展现“强有
力团结”，“我想大家看到了（我
们）为七国集团魁北克峰会打下
的基础”。

法新社推断，英国、加拿大、
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美国
领导人可能以魁北克峰会为契
机，对俄采取更严厉举措。

七国集团 1997年因俄罗斯
加入成为八国集团。乌克兰危
机 2014 年爆发，原七国集团成
员拒绝以八国集团形式举行会
议，重新举办七国集团峰会。

【没俄不行】

七国集团外长联合公报“点
名”俄罗斯同时，强调与俄合作
的重要性，说俄方“恶意行为”

“不利于建设性合作的前景”。
美国代理国务卿约翰·沙利

文认定，俄方举动“充满恶意”，
不论关联俄前情报官员谢尔盖·
斯克里帕尔父女3月在英国“中
毒”，还是叙利亚政府疑似使用
化学武器。

但是，他声言：“俄罗斯在叙
利亚必须成为一名建设性伙伴，
否则将承担后果。”

德国外交部长海科·马斯
说，七国集团外长会再次确认，
叙利亚问题政治解决方案离不
开俄罗斯，“俄罗斯必须为方案
作出自己的贡献”。

西方阵营与俄罗斯自 3 月
以来多次交锋。美国、英国等西
方国家集体“站队”，就“中毒”事
件驱逐 150多名俄方外交官、为
惩罚疑似“化学武器攻击”空袭
叙利亚境内多处政府军目标。
俄方指认西方相关指责缺乏确
凿证据，驱逐对等人数的西方国
家外交官，认定空袭是对叙利亚
的“侵略”。

依照一些政治分析师的判
断，西方阵营应对俄罗斯时“同
步不同心”。

德国总统弗兰克·瓦尔特·
施泰因迈尔 15日警告勿妖魔化
俄罗斯，强调德国将在与俄保持
对话方面发挥作用；法国外长
让·伊夫·勒德里昂呼吁俄方联
手推动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

路透社报道，七国集团面临
的最大挑战就是它有许多事“需
要俄罗斯帮忙”。 （新华）

同步不同心

西方七国集团
对俄又“打”又“拉”？

新华社北京 4 月 25 日电
在 4 月 25 日第 32 个“全国儿童
预防接种日”，专家指出，疫苗接
种是预防传染病最有效的方
式。目前，对于疫苗接种方面存
在四大误区。

误区一是有人认为癫痫患
儿不宜接种疫苗。湖南省第二
人民医院儿科黄爱文副教授指
出，目前，癫痫儿童疫苗接种率
偏低，癫痫患儿传染病患病风险
增加。目前还没有文献证明癫
痫患儿接种疫苗会更易出现神
经系统并发症，如果没有其他禁
忌，控制稳定的癫痫患儿建议正
常接种疫苗。同时，热性惊厥、
大脑发育迟缓、脑瘫、早产儿也
应及时接种疫苗。

误区二是认为脊灰病例逐
步减少，就不需要接种脊灰疫苗
了。湖南省疾控中心副主任医

师黄铭华指出，小儿麻痹症学名
脊髓灰质炎，是由脊髓灰质炎病
毒引起的急性肠道传染病。随
着脊髓灰质炎疫苗接种率提高，
报告发病率逐年下降。尽管我
国本土无原发性病例，仍然要按
程序及时进行脊灰疫苗的接种，
方能确保儿童安全。家长切勿
盲目停止给儿童接种疫苗，以免
出现传染病感染率回潮。

误区三是认为患乙肝的母
亲绝对不能哺乳。湖南省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科医生
颜洁说，乙肝可以通过母婴传
播，如果不采取干预措施，乙肝
表面抗原阳性的母亲有可能将
乙肝病毒传染给婴儿。如果母
亲乙肝表面抗原阳性，新生儿应
在出生后 24小时内尽早注射乙
肝免疫球蛋白，同时在不同部位
接种一定剂量的重组酵母乙肝

疫苗，在 1个月和 6个月时分别
接种第 2和第 3针乙肝疫苗，可
以显著阻断母婴传播，阻断的成
功率可达到95%左右。

专家指出，新生儿在出生12
小时内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和
乙肝疫苗后，还可以接受乙肝表
面抗原阳性母亲哺乳，也并不会
传染乙肝。

误区四是因为个别不良反
应案例，放弃接种疫苗。湖南省
儿童医院儿童保健所所长钟燕
提醒，由于疫苗的生物学特性和
人体健康状况、体质差异、免疫
功能差异等因素，有个别接种者
会发生局部红肿、疼痛、发热、乏
力等不良反应，这些副反应大多
轻微，有个别家长因噎废食，因
为这些不良反应放弃给孩子接
种疫苗，这会让婴幼儿面临更大
的患病风险。

疫苗接种的四大误区，你了解吗？

“无缝监管、全程监控”
——疾控部门解析一支疫苗的旅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