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1月7日 星期一
编辑：朱江达 组版：殷霞 校对：吴润仙 06生活服务

明日停电

备忘录

1月9日 10kV 华 甸 271
线 8#分接箱 27101 开关至兰
陵路 2#环网柜 271开关（东方
会馆、博怡德水床、金阳光包
装、宏达电汽、华甸新村北配
变）08:00-14:00；

10kV 华甸 271 线兰陵路
2#环网柜 27133开关以下（暂
无用户）08:00-14:00；

10kV 凤凰 177 线 8#分接
箱 17303 开关至兰陵路 1#环
网柜 271开关（丹阳质量技术
监督局）08:00-14:00；

10kV华甸 271线至 27101
开关（疾控中心、大亚科技房
产、丹阳纵横印刷、华甸西、江
苏亚光光学一带）14:00-14:
30；

10kV凤凰 177线至 17303
开关（新城宏盛房地产发展有
限公司、幸福三区、工商住宅、
农村商业银行、水产住宅、幸
福小区、丹亚大酒店、丹阳广
播电视局、开发区管委会、府
前星座一带）14:00-14:30；

10kV 洪家 17302 开关以
下（17302：嘉荟新城、开发区
供电所、洪家新村、京达汽车
公司、德大汽车公司、凤凰国
际、双峰格雷斯海姆医药玻璃
有限公司、华燕船铂装备有限
公司）8:00-9:00。

卢米埃丹阳
金鹰影城

中影
国际影城

今日上映3部影片：
佟大为、霍思燕主演

剧情、喜剧电影《来电狂
响》；迈克尔·B·乔丹主演
剧情、运动电影《奎迪：英
雄再起》；海莉·斯坦菲尔
德主演动作、冒险、科幻电
影《大黄蜂》。

全球最先进的 RealD
3D，就在卢米埃影城！卢
米埃影城免费提供3D框
架、夹片眼镜！

手机下载卢米埃官方
APP，最低票价提前选
座。影讯活动可关注微信
订阅号：卢米埃丹阳金鹰
影城。

今日上映3部影片：
佟大为、霍思燕主演

剧情、喜剧电影《来电狂
响》；迈克尔·B·乔丹主演
剧情、运动电影《奎迪：英
雄再起》；海莉·斯坦菲尔
德主演动作、冒险、科幻电
影《大黄蜂》。

具体场次及时间：
1.可拨打热线咨询：

0511-86169688
0511-86058118；

2.可关注微信公众账
号：dyzhongying。

观影指南2018

上周水质
丹阳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指标

CODMn

浑浊度
色度

臭和味
余氯（mg/L）

菌落总数
总大肠菌群
耐热大肠菌群
肉眼可见物

标准值

≤3mg/L
≤1NTU
≤15 度

无异臭、异味
0.80≥出厂水≥0.30

管网水≥0.05
≤100CFU/mL

不得检出/100mL
不得检出/100mL

无

出厂水均值

0.8
0.10
＜5
0

0.45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无
合格

市区(含开发
区）管网水

1.2
0.13
5
0

0.40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无
合格

乡镇管网水

1.4
0.16
5
0

0.35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无
合格饮用水水质评价结果

www.dywater.com.cn

由于卫生防疫的需要，生活
中我们很多地方需要用到消毒
剂。消毒剂用于杀灭传播媒介
上病原微生物，使其达到无害化
要求，从而切断传染病的传播途
径，达到控制传染病的目的。

酒精常用于医疗消毒。然
而，并不是越高浓度的酒精，杀
毒效果越好。一般 70%~75%的
酒精用于消毒，其中 75%的酒精
消毒效果最好。因为过高浓度
的酒精会在细菌表面形成一层
保护膜，阻止其进入细菌体内，
进而难以将细菌彻底杀死；若酒
精浓度过低，虽可进入细菌，但
不能将其体内的蛋白质凝固，同
样也不能将细菌彻底杀死。

除此之外，生活中常见的
“84消毒液”也是消毒剂的一种，
它是公共场所及家庭必备的消
毒产品之一。84消毒液是以次
氯酸钠为主要有效成分的消毒
液，可杀灭肠道致病菌、化脓性
球菌和细菌芽孢。适用于一般
物体表面、白色衣物和医院污染
物品的消毒。

二氧化氯是一种新型高效
消毒剂，具有高效、广谱的杀菌
作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
们对饮用水水质的要求越来越
高。二氧化氯作为一种高效、无
毒、安全的氧化型消毒剂，被视
为自来水消毒剂的首选。

碘伏同样具有广谱杀菌作

用，可杀灭细菌繁殖体、真菌、原
虫和部分病毒。在医疗上用作
杀菌消毒剂，可用于皮肤、粘膜
的消毒；也可处理烫伤、皮肤霉
菌感染等；还可用于手术前和其
它皮肤的消毒、各种注射部位皮
肤消毒、器械浸泡消毒等。

烧伤、冻伤、刀伤、擦伤、挫
伤等一般外伤，用碘伏消毒效果
也很好。由于与酒精相比，碘伏
引起的刺激疼痛较轻微，易于被
病人接受，而且用途广泛、效果
确切，碘伏基本上替代了酒精、
红汞、碘酒、紫药水等皮肤粘膜
消毒剂。此外，低浓度碘伏是淡
棕色溶液，不易污染衣物。

此外，常见的消毒剂还有碘

酊、双氧水、乙醇、高锰酸钾等。
不同类型的消毒剂用法也

不一样。比如过氧乙酸和 84消
毒液刺激性强，最好不要喷洒在
有人的室内；两者还具有腐蚀性
和漂白性，因此不适合清洗衣
物。

同时，任何消毒液使用后，
都必须做好后续处理。洗衣服
时如果使用了消毒剂，一定要用
清水多漂洗两遍；消毒液洗碗，
要用流水反复冲洗，以免将残留
的消毒剂成分吃进体内；室内大
面积喷洒消毒剂后，人不要留在
房中，应该关上门出去半小时，
回家后通风。

（新华）

随着衰老加剧，老人的身
体会出现几大变化。针对这些
生理改变，医学专家给出几点
健康提示。

肌肉减少，被脂肪取代。

随着年龄增长，人体肌肉
比重逐渐下降。北京中医药大
学东直门医院内科主任医师姜
良铎表示，对老人来说，持之以
恒的体育锻炼，可有效延缓肌
肉减少。由于肌肉比重变化，
老人对药物的吸收也与年轻人
不同。有些药物，老人需用相
对更少的剂量，甚至不用，如第
一代抗组胺剂、苯二氮平类药
物等。

骨质疏松和骨关节炎。

这两种疾病大多由器官正
常退化引起，若不注意预防和
治疗，后果很严重。骨质疏松
的直接后果是跌倒后易骨折，
骨关节炎产生的疼痛也会给老
人带去很多烦恼。对骨质疏
松，常规的诊断方法是骨密度
检查,常用的药物治疗是通过
二碳磷酸盐化合物。骨关节炎
一般也通过临床症状和X光片
进行诊断，常使用止痛消炎
药。建议老人平时多做增强肌
肉的运动以及低冲击性运动，
如游泳、瑜伽、太极等。

免疫功能下降。

老人感冒后不易好，是免
疫力降低的表现。有条件的情
况下，建议每年打流感疫苗。
此外，其他疫苗也需在老年人
群中加强，如百白破疫苗，成人
一般每 10年要打（增强）1次。
同时，姜良铎建议老人平时多
晒晒太阳。

胃肠缺乏活力。

老人肠胃周围供血能力下
降，会导致肠蠕动变慢，引起便
秘或腹泻。再加上不少牙齿脱
落，影响咀嚼功能，食欲大减。
所以，平时应注意多吃蔬菜等
粗纤维食物，刺激肠蠕动，预防
便秘。

感官能力受影响。

年龄增长会让听力、嗅觉、
视力全面下降。另外，手脚上
的周围神经敏感度下降，会使
老人反应变慢，易跌倒。建议
上了年纪，做事放慢速度，不要
着急，以免发生意外。

记忆力变差。

老人的短期记忆和学习新
事物的能力会受年龄影响，属
于正常现象。但有时大脑功能
受影响是一些疾病引起的，如
抑郁症、中风、甲状腺功能减退
等，建议老人关注自身变化，定
期去医院检查。（新华）

饮食补钙，记住七个数字！
数据显示，国人平均每天

钙的摄入量为 364.3 毫克，低
于推荐摄入量的一半（成人钙
的推荐摄入量为 800~1000 毫
克）。饮食补钙是最好的方式，
具体如何做？记住下面 7个数
能帮你轻松达到补钙目的。

两杯牛奶。《中国居民膳食

指南（2016）》推荐，每天饮奶

300克或相当量的奶制品。奶

类是膳食钙的重要来源，含量

高且易于人体吸收。一般来

说，300 克牛奶或酸奶能提供

300~360毫克钙。按照不同的

加工方式，常见的奶制品有纯

奶、酸奶、奶酪等；按照奶源则

有牛奶、羊奶、马奶以及骆驼奶

等，其中牛奶更容易获得，性价

比也最高。每天早餐准备一杯

（200~250克）纯奶，午餐后或者

加餐时喝一小杯（100~125克）

酸奶，即可达到需求。

半斤绿叶蔬菜。蔬菜尤其

是绿叶蔬菜也是补钙性价比很

高的食物。《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2016）》建议，每天摄入 300~
500克蔬菜，深绿色蔬菜最好占

一半以上。很多绿叶蔬菜钙含

量约100毫克/100克，与牛奶的

钙含量相当，甚至有的绿叶蔬

菜钙含量更高，比如芥菜、油菜

苔钙含量分别为 265毫克/100
克、205毫克/100克，即便它们

含有一些草酸，相对牛奶的钙

吸收率仍大于 1。每天半斤绿

叶蔬菜，平均可以获得250毫克

钙。除了高钙，绿叶蔬菜还富

含多种有助钙吸收的营养素，

比如镁、钾、维生素 K 等。另

外，从热量供应看，绿叶蔬菜也

是补钙的最佳来源。当然，浅

色蔬菜也可以供应一部分钙。

一两豆制品。大豆不仅含

有丰富的优质蛋白，是素食人

群肉类的替代品，而且豆腐丝、

北豆腐等豆制品钙含量比较

高，每天吃一两北豆腐或者一

两豆腐丝，就可以补充 80~100
毫克钙。其他豆制品如豆腐

干、素鸡等也可以提供不少钙。

一勺芝麻酱。油煮蔬菜或

者水焯蔬菜，加上一勺芝麻酱

（10克）当调味品，不仅提鲜增

香，还能补充 100 毫克以上的

钙。需要提醒，芝麻酱热量比

较高，不宜多吃。

半斤水果。零食尽量选水

果、果干等天然食物，水果虽然

钙含量没有绿叶蔬菜和牛奶那

么高，但能够供应大量的钾元

素，可以帮助维持膳食中矿物

质的平衡，从而减少钙的排泄

量，帮身体“节约”很多钙。

一小把坚果。开心果、杏

仁、榛子等坚果钙含量较高，比

如炒熟的榛子钙含量高达 815
毫克/100克，其他坚果也多数

在100毫克/100克上下，是非常

好的补钙零食。每天吃一小把

（可食部分25~30克），即可获得

30~50毫克钙。坚果脂肪含量

和热量都比较高，每天一小把

即可。

12种不同的食物。除了以

上几种食物，还应该保证平均

每天不重复的食物种类达到12
种以上，每周尽量达到 25种以

上，以达到营养平衡。

总结下来，牛奶和酸奶能
提供300~360毫克钙，深绿色蔬
菜和浅色蔬菜能提供约 300毫
克钙，豆制品提供80~100毫克，
芝麻酱提供100毫克，坚果提供
30~50毫克，水果等其他食物多
少也能补充一些，这样通过饮
食就完全可以达到钙的推荐摄
入量了。 （新华）

新华社天津1月6日电 6
日，进入农历十二月，民间俗称

“腊月”，腊八飘香，年味渐浓，
农历己亥猪年的脚步也越来越
近。天文专家表示，同即将过
去的农历戊戌狗年一样，农历
己亥猪年也是一个平年，共有
354天。

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天
文教育专家赵之珩介绍说，农
历戊戌狗年从2018年2月16日
开始，到 2019年 2月 4日结束，
共 354天。即将到来的农历己
亥猪年从2019年2月5日开始，
到 2020年 1月 24日结束，也刚
好 354天。农历己亥猪年之后
的农历庚子鼠年因为有一个

“闰四月”，这一年共有384天。
赵之珩解释说，现在世界

通用历法有 3种：阳历、阴历和
阴阳历。阳历是按照太阳两次
通过春分点（即两次“春分”节

气之间）的时间间隔为 1年，叫
做“回归年”，周期为 365.2422
天，这就是目前世界通用的“公
历”。阳历的长度是平年 365
天，闰年366天。

与阳历不同的是，阴历是
按照月亮圆缺变化周期安排
的，每个月平均为 29.5306天，1
年12个月，有354.3672天，比阳
历的年少11天左右。

为了协调阳历与阴历之间
的天数，于是产生了阴阳历，即
现行的农历，采用的方法是“19
年 7闰”法，即在 19个农历年中
加上 7个闰年。农历闰年因为
多了个闰月，因此一年有383天
至 385 天，而农历平年一般有
353天至355天。

赵之珩表示，即将到来的
农历己亥猪年是一个平年，有6
个大月（30 天）和 6 个小月（29
天），共有354天。

专家提醒，正月初一是农
历生肖年的开始，具体到农历
己亥猪年，在2019年2月5日至
2020年 1月 24日之间出生的小
孩都属猪。

即将到来的农历猪年是平年
共有354天

如何应对
六大衰老表现？

信息收集：朱江达

生活中常用的消毒剂你了解多少？

2019年1月7日 星期一
编辑：许静 组版：孔美霞 校对：吴润仙 03要闻·两会专题

本报讯（记者 魏郡玉）为
推动全市消防救援队伍正规化、
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切实增强
各级消防指战员的职业荣誉感、
归属感和自豪感，4日下午，我市
举行了消防救援队伍授衔换装
仪式，市领导黄万荣、陈俊出席
活动。

仪式现场气氛庄重热烈，身
着新式“火焰蓝”制服的消防救
援人员整齐列队，身姿挺拔，以
昂扬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仪式

到来。从“橄榄绿”到“火焰蓝”，
全市消防救援队伍正以崭新的
面貌展现在丹阳人民面前。仪
式开始后，镇江市消防救援支队
党委书记、政治委员王峰宣读了
授衔命令，参加仪式的全体消防
救援人员进行了集体宣誓。

代市长黄万荣对全市消防
救援队伍做出的突出贡献给予
肯定，也对今后全市消防救援事
业发展和消防救援队伍建设提
出了殷切希望。黄万荣指出，消

防救援大队授衔换装仪式的举
行标志着我市综合性应急救援
队伍建设步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迈上了新的发展台阶，承担着防
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应对处置
各类灾害事故的重要职责。全
体消防指战员要把“对党忠诚”
作为消防救援队伍的政治灵魂，
把“纪律严明”作为加强队伍建
设的根本遵循，把“赴汤蹈火”作
为必须践行的职责使命，把“竭
诚为民”作为必须恪守的根本宗

旨，为人民利益而战，当好党和
人民的坚强卫士。

消防指战员们表示，新服
装、新形象、新起点，他们将以此
次授衔换装仪式为契机，锐意进
取、奋发作为，以只争朝夕的精
神肩负新使命，以拓荒开垦的姿
态追求新作为，书写无愧于时
代、无愧于历史的新答卷，为丹
阳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
贡献。

脱下“橄榄绿”换上“火焰蓝”
我市举行消防救援队伍授衔换装仪式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丹
阳市第十五届委员会第三次会
议，于 2019年 1月 3日至 6日在
市行政会展中心举行。这次会
议是在全市上下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背景
下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全体
委员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强
烈的参政意识，紧紧围绕全市经
济社会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事
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热点难
点问题，认真履职尽责，积极议
政建言，圆满完成了会议的各项
议程。会议开得隆重热烈，富有
成效，是一次坚定信心谋发展，
凝心聚力展新貌，民主求实共奋
进的大会。

会议认真学习和讨论了黄
春年书记代表中共丹阳市委在
大会开幕会上所作的讲话。会
议认为，黄春年书记讲话立意高
远，振奋人心，充满时代气息，体
现系统思维，对于动员全市上下
同心、迎难而上，行稳致远、克难
奋进，全力谱写新时代丹阳高质
量发展新篇章，以优异成绩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具
有重要指导意义。讲话充分肯
定市政协2018年所做的工作，对
进一步做好新时代政协工作提
出了新的希望和要求。委员们
深受鼓舞，深感责任重大，表示
一定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
落实。

会议赞同黄万荣代市长所
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其他报
告。会议认为，2018年，市委、市
政府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干部群
众，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高标准定位、高质量发展，发展
质态、改革创新、生态环境、城乡
品质、民生福祉等方面取得了新
的突破。政府工作报告总结成
绩实事求是，客观实在，对 2019
年的形势分析和工作部署思路
清晰，举措有力，切合丹阳实
际。委员们对实现全市今年的
各项目标任务充满信心，并就坚
持产业强市战略不动摇，以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统筹做好
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
生、防风险各项工作，提出了许
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会议同意沈岳方主席代表
市政协十五届常委会所作的工
作报告，同意沈留海副主席代表
市政协十五届常委会所作的提
案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认为，
2018年，市政协在中共丹阳市委
的正确领导下，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紧紧围
绕市委的各项决策部署，充分发
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重要渠道
和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倾力履职尽责，积
极担当作为，发出了新时代人民
政协好声音，为助推我市高质量
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报告关
于今年工作的总体要求思路清
晰、目标明确。

会议指出，今年是新中国和
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也是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
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新征程
上，市政协要把好政治方向，始
终把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作为巩固共同思想
政治基础的主轴，牢固树立“四
个意识”，切实增强“四个自信”，

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
和省市委决策部署上来。要服
务发展大局，聚焦市委中心工
作，做到市委、市政府的工作推
进到哪里，人民政协的工作就跟
进到哪里，力量就汇聚到哪里，
在推动丹阳高质量发展中贡献

“政协智慧”、写好“政协篇章”。
要汇聚攻坚合力，密切与社会各
界人士的联系，紧紧围绕人民群
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切身
利益问题资政建言，努力寻求全
社会意愿和诉求的最大公约数，
广泛汇聚创新创业、团结向上的
正能量。

会议号召，全市广大政协委
员和政协各参加单位，要紧密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周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中
共丹阳市委的坚强领导下，进一
步解放思想，奋发有为，以更加
坚定的信心、更加饱满的热情、
更加扎实的作风，投入到新的一
年政协事业中去，为决胜高水平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谱写丹阳高
质量发展新篇章而不懈奋斗！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丹阳市第十五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019年1月6日政协丹阳市第十五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丹阳市第十五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于
2019年1月6日选举产生了十五届市政协秘书长。现公告如下：

秘书长：李彩虹
政协丹阳市委员会
2019年1月6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丹阳市第十五届委员会
第三次会议公告

本报讯 （记者 丽娜 旦
平 猛科 尹媛）市政协十五届
三次会议开幕以来，政协委员
和政协各参加单位，认真学习
贯彻市委十三届六次全会精
神，紧紧围绕全市工作中心和
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难
点问题，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
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倾力服
务大局，真情关注民生，积极通
过提案形式建言献策。至本次
会议提案统计截止时间，大会
共收到提案307件。

据了解，依据《丹阳市政协
提案工作条例》，提案审查委员
会经过初步审查，对 31件不符
标准的提案，进行了不予立案
处理；对 21件建议不具体的提
案，进行了退回处理，并及时与
相关提案人进行了沟通联系。
现已立案 107件，待继续审查
的提案 148件。所提提案内容
涉及领域广泛，主要有主动融
入宁镇扬一体化、提升公共服
务水平、加快推进眼镜风尚小
镇建设、做大做强新能源汽车
产业、加快大运河文化带建设、
高度重视闲置土地处置利用、
进一步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加
强职业教育与地方产业融合、
加快推进医联体建设、加大区
域内长江水质保护、加强老年
保健品市场监管等。同时对鼓
励基层干部干事担当、提升基
层社会治理能力、强化落实食
品安全监管机制等方面提出了
意见和建议。

大会闭幕后，市政协提案
委将邀请相关职能部门，对待
审查提案进一步进行会商审
查，依据职责分工和归口管理
的原则，尽快会同市政府办公
室，将所立提案交有关部门和
单位进行办理，并做好跟踪督
办工作，尽最大努力将委员们
的意见和建议落到实处。对大
会以后收到的提案，提案委也
将及时审查，立案后尽快交办。

政协委员大会期
间提交提案307
件

“书”写两会

进：创业维艰，奋斗以成；不畏苦寒，自得其芳。现在，丹阳正处在一个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
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关口期，我们必须高扬“行稳致远，克难奋进”的“风帆“，不畏困难，奋勇前进。
要以市委十三届六次全会精神为引领，把握发展阶段之变，把握形势任务之变，有棱有角拿出方案，压
实举措解决问题，以强烈的进取精神破局开路，以不懈的奋斗精神闯关夺隘，苦干三五年，冲出关口
期，推动丹阳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

陆建平委员/书 本报记者蒋玉/文

人大议案组和政协提案组认真履行职责
两会期间，人大议案组和政协提案组认真履行职责，对代表、

委员的议案、建议、提案进行整理。图为政协提案组工作人员将委
员们的提案进行分类。（记者 萧也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