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国务院应对新冠肺炎联防联控机
制综合组《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
控工作的指导意见》，和江苏省卫健委《全省
医疗机构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方案》文件精
神，市妇幼保健院即日起调整核酸检测及入
院流程。

疫情期间给各位患者造成不便，请大家
多多谅解。我院也将不断优化流程和服务，
保障每一位患者的安全和健康。

一、门诊须知
1.分时段预约诊疗：为做到有序就医、分

时段就医，合理安排就诊和检查时间，我院
实行实名制网上预约，请您关注“丹阳市妇
幼保健院”，就诊时请佩戴口罩、携带本人身
份证件。

2.入院流程：完成“苏康码”申领。可通
过支付宝、微信及各类扫码浏览器扫描“苏
康码”二维码申领，或搜索“江苏政务服务平
台”微信小程序，点击“在线申请苏康码”模
块，如实准确填报相关信息，申领个人电子
识别码。

3.进行预检分诊：进入院区须全程佩戴
无呼吸阀口罩，所有患者及陪护人员均需接
受预检分诊后才能进入医院诊疗区：①测量
体温；②如实回答流行病学史；③主动配合
出示“苏康码”，防疫监督员进行查验；④按
照就诊通道指引到相应科室就诊。

注意：经过预检分诊需要至发热门诊就
诊的患者，如拒不配合，将承担相应法律责
任。

4.门诊事项：严格执行“一医一患一诊
室”。门诊各种手术、有创及高风险操作（包
括门诊手术室各种择期手术、人流手术、口
腔科易产生气溶胶的操作等）的患者均需提
供7天内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报告。

二、住院须知
1.限期与择期住院患者入院前均须完成

血常规、胸部CT平扫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排除新冠病毒感染后方可办理住院手续。

2.住院期间须严格执行病区管理制度。
（1）病房大楼实行24小时门禁管理，住院期
间谢绝探视，鼓励采用视频方式探视。（2）请

主动配合医务人员进行体温测量、流行病学
史调查、出示苏康码，不得故意隐瞒流行病
学史及发热、咳嗽、乏力、腹泻等表现。（3）不
建议陪护，确需陪护的执行“一患一固陪”制
度（每位住院患者只允许有一名固定的陪护
人员），陪护人员凭有效身份证件到病区护
士站办理腕带。（4）患者凭腕带、陪护人员凭
陪护证进入病区，不得离开院区、私自外
出。（5）住院期间患者及陪护必须规范佩戴
无呼吸阀口罩，严禁私串病室、聚众聊天。

三、核酸检测须知
1.采集时间：周一~周日7：30至10：30，

14：00至15：30。
2.采集地点：核酸检测采样室（急诊VIP

输液室）。
3.采集对象：（1）择期或限期住院的病

人；（2）门诊医生认为需要行核酸检测的患
者；（3）自愿行核酸检测的普通患者。

4.开单：待住院患者由接诊医生开具核
酸检测单，缴费后到核酸检测采样室采样；
自愿查核酸的，我院各门急诊医生均可开具
检验项目，缴费后到急诊科核酸采样室采
样。

5.结果查询时间：上午9：00之前采样的
患者，当日16：30以后至门诊一站式服务台
领取报告；9：00-10：30、14：00-15：30采样
的患者，次日8：30以后至门诊一站式服务台
领取报告。

6.注意事项：（1）所有核酸检测的患者挂
号需携带本人身份证；（2）核酸检测报告一
周内有效；（4）发热门诊的咽拭子采集在发
热门诊区域内完成，报告在发热门诊检验科
拿取（时间同第5点）。（5）急诊入院的病人仍
由病区医生采集咽拭子，流程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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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赤日炎炎，火炎焱燚，屋内空调凉飕飕。一热一冷，一些小朋友就容易
感冒，表现出食欲不佳、呕吐、打喷嚏、流鼻涕、发烧、咳嗽等症状。

妇幼保健院儿科主任、主任医师丁晓燕提醒：感冒，医学上称为急性上呼吸
道感染。空调温度开得过低、一开一整夜等行为极易使寒邪之气进入体内，损伤
阳气，不要一味追求凉快。长时间吹空调、风扇会使寒气凝滞在身体里，使身体
的气血运行受阻，很容易出现感冒、头痛、鼻塞、面瘫等病症。而小朋友的免疫力
相对成人来说较低，体温调节较慢，忽热忽冷很容易感冒或引起肠胃不适。如果
孩子出现感冒症状，家长不要惊慌。起初只出现胃口不佳、打喷嚏、流鼻涕，可仔
细观察，注意饮食调节、室内空气流通，尽量不去公共场所，以防引起病毒感染。
如果孩子出现体温波动并伴有咳嗽，家长无法判断是病毒性感染还是细菌性感
染时，要及时到医院就诊，寻求医生帮助。

感冒的诱因很多，可从以下几点做好预防。一是依据气温变化，灵活增减衣
物。大汗淋漓后不要直接吹风扇、空调，要擦干孩子身上的汗水，及时更换被浸
湿的衣服。二是空调温度不宜过低，室内外温差不要超过 10℃以上，同时，要保
证室内外空气新鲜流通。三是培养良好生活习惯。

【健康链接】儿科（新生儿科）
妇幼保健院儿科、新生儿科作为丹阳市重点专科，不断创新和突破，建立了

新生儿科、小儿呼吸哮喘专科、小儿内分泌专科、小儿腹泻便秘专科以及小儿过
敏专科等特色专科，长期与上海复旦大学儿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儿童
医院、南京市妇幼保健院、江苏大学附属医院、镇江市妇幼保健院开展合作。其
中新生儿科为重点发展学科，经过长期发展积累了雄厚的人才实力，新生儿中央
监护系统、新生儿重症转运系统呼吸机、婴儿蓝光治疗箱、黄疸治疗仪、移动DR、
床旁B超机、早产儿暖箱等国内国际先进设备的引进，进一步提高了新生儿、早产
儿疾病的救治能力，新生儿危重症救治水平处于镇江地区领先地位。妇幼保健
院“新生儿危急重症救治中心”成立，具备对急危重病例建立规范化诊治方案并
迅速实施的能力，使我市危急重症新生儿的生命安全有了更多保障。

近年来，“把孩子忘在车里”的新闻，频繁
见诸报端，大人的过失会要了孩子的命。如
6月25日，湖南岳阳平江县辅警饶某因疏忽，
将邻居家4岁男童反锁自己车内数小时，致
孩子身亡。暴晒后车内温度究竟有多高？

妇幼保健院儿科主任丁晓燕介绍，阳光
直射下，一小时内密闭车厢内温度可上升
20℃以上，就算车外温度 26℃，车内温度在
经过30分钟暴晒之后，将达到42℃。而在高
温下，小孩体温迅速上升，体内水分流失的速
度远比成年人快，更容易发生“热射病”，体内
热量过度积蓄引发神经器官受损，直至死
亡。在封闭的车内只需15分钟就可以使孩
子的大脑受到损伤，体温达到 40℃，孩子体
内器官就会停止运行，体温达到41.6℃就能
导致车内儿童死亡。

怎样防止类似的事情发生？丁晓燕特别
提醒广大家长了解、预防各类安全隐患，给孩

子万千疼爱，不如让孩子远离伤害。儿童安
全无小事，家长要养成下车时检查全车的习
惯，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车内。家长在日常
生活中应有意识地教会孩子解安全带、按喇
叭、解锁车门等紧急操作，甚至是可以拍打车
窗呼救。如果孩子太小，是根本没有力气砸
窗逃生的，车内准备儿童哨子、小喇叭等发声
玩具，能让孩子在紧急时吹哨子求救。

【专家链接】丁晓燕，妇幼保健院儿科主
任，主任医师，医学硕士，一直从事儿科临床
工作。曾分别在南京儿童医院、上海复旦大
学附属儿科医院进修儿内科及新生儿科。技
术专长：婴幼儿毛细支气管炎、儿童哮喘、小
儿急慢性腹泻、小儿重症肺炎伴心力衰竭、小
儿高热惊厥及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新生
儿窒息、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新生儿肺炎、
新生儿出血症等新生儿危急重症的救治以及
早产儿、低体重儿全静脉营养。

小智（化名）从小胃口就好，爱吃红烧肉等荤菜，长得白白胖胖，小学四年级时他
体重就有近130斤。家里老人说：“能吃是福，能多吃就多吃。”“这孩子白白胖胖的，
养得真好。”……谁知，小智体检结果“亮红灯”：影像结果显示中度脂肪肝。

市妇幼保健院内科主任、主任医师张忠良介绍，很多家长都忽略了孩子吃饭
这件“小事”，认为孩子白白胖胖的才健康，吃得越多越好，其实恰恰相反。

有些孩子从小就胃口好，喜欢吃重油重咸的食物，每一顿都要吃到撑才罢
休，越吃越胖。但过度吃喝，毛病也就来了，而且还不是小毛病。比如这个小智，
才10岁就有中度脂肪肝。

别拿脂肪肝不当回事！不重视脂肪肝的话，可能发展成癌症。从脂肪肝到
肝癌只有4步之遥。对付脂肪肝怎样最有效？张忠良介绍，合理饮食、运动，健康
生活，才能尽可能避免“小病”成“大病”，造成无可挽回的后果。

“胃是喇叭、肝是哑巴”。肝脏不像肠胃，一有什么病痛就能察觉，平时更要
健康生活，并且要细心留意身体变化，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在脂肪性肝病治疗
中，减重很重要。饮食方面要粗细杂粮搭配；运动要以游泳、慢跑、快走等有氧运
动为主，每周应该进行3~5次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每次持续30分钟以上。

张忠良，妇幼保健院内科主任、主任医师，丹阳市心血管内科专业学组成员，
曾在上海长海医院进修学习，擅长内科常见病、多发病、疑难病的诊治，尤其在心
脑血管病方面有一定造诣，如高血压病、心律失常、失血性心力衰竭、脑梗塞等。
多次参加全国及省级培训班学习，先后在国家及省级杂志上发表论文多篇，荣获
第四届“白求恩杯”先进个人。

【健康链接】妇幼保健院内科拥有一支业务能力强，技术过硬的医疗护理队
伍，其中高级职称4名，中级职称9名，硕士研究生5名。开设心血管内科、神经内
科、肿瘤内科、风湿科等特色专科，并长期聘请上海长海医院、镇江江滨医院等三
甲医院专家来院坐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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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云，局部有阵
雨或雷雨，偏东风3~4
级，19℃~30℃。

本报讯（记者 茅猛科）昨
日上午，丹北镇宝山村村民杨福
才带着一面写着“万善丹阳爱无
疆 精准帮扶暖人心”的锦旗来
到镇政府，希望镇政府工作人员
能够帮他转交给市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转达他们一家对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以及如意慈善
公益组织的谢意。

杨福才今年 60 多岁，于
2017 年查出患有前列腺癌，其
妻子于 2016 年初查出患有肺
癌，儿子在一公司打工，家里还
有一个孙子正上初中。这几年，
老两口一直服用进口药保守治
疗，每年吃药和检查的费用需要
20 多万，目前已经花去 170 多
万，欠下外债近 50 万。丹北镇

政府在了解到杨福才家庭情况
后，经过走访摸排，将他们列入
帮扶对象，并把信息录入“万善
丹阳”APP。随后，如意慈善埤
城分队根据“万善丹阳”APP的
信息，对杨福才家庭再次进行上
门走访。在确认信息后，如意慈
善埤城分队的爱心人士给杨福
才送去了 6000 元帮扶款。于
是，杨福才制作了锦旗以表达自
己的感激之情。

4 月 17 日，我市下发了
《“高水平小康丹阳在行动”
实施方案》，5月20日又召开了

“高水平小康丹阳在行动”动员
会暨“万善丹阳”APP启动仪
式。“万善丹阳”APP主要针对
因病因残因意外造成支出型贫

困的特困家庭，通过对困难家
庭实际帮扶需求的摸底了解，
确定了助医、助学、助残、家
居微改善 4 个主要帮扶方向，
主要分为精准摸排、数据对接
和组织实施3个阶段进行。

目前，整个活动已经进入组
织实施阶段，全市各单位志愿者
共填报审核了 415 户支出型贫
困户信息，通过村、镇两级审核，
梳理出有效需求数 541条，完成
了爱心人士注册 325名，发动参
与志愿者 1335 名，活动开展首
月即对接认领了 113 户支出型
贫困家庭，有效认领率接近
30%，并完成 6户帮扶对象的帮
扶内容。“‘万善丹阳’APP是一
个很好的平台，可以将村里困难
家庭的信息情况发布到这个平
台上，让社会对他们进行帮助和
关爱。”丹北镇宝山村党总支副
书记徐建说。

据了解，活动开展以来，我
市分两次对全市各相关单位活
动负责人、各镇（区、街道）宣传
委员、各村（社区）志愿者进行了

岗前培训和相关业务培训，内容
涉及志愿者结对服务、帮扶对象
情况摸排、信息审核、平台操作
等。通过系列培训，志愿者熟练
掌握了活动各环节注意事项和
关键要素，其中坚力量得到有效
发挥，已能够顺利开展各项工
作。同时，各镇（区、街道）积极
行动，以村民小组为单位精准摸
排本村（组）需要帮扶的对象及
需求，摸排信息汇总上报至行政
村，各行政村工作小组做初步审
核后将信息提供给志愿者；志愿
者根据行政村提供的贫困户信
息再次入户甄别，剔除不符合要
求的对象，报镇（区、街道）审核
通过后将数据录入“万善丹阳”
APP，保证了困难群体的精准上
线，方便了志愿者精准对接，更
有利于爱心人士实施精准帮
扶。“‘万善丹阳’APP上线之后，
为我们提供了更多困难群众的
信息，我们只需要根据 APP 提
供的信息上门走访，然后精准帮
扶。”如意慈善埤城分队队长禹
琳说。

首月对接认领了113户支出型贫困家庭，有效认领率近30%

“万善丹阳”APP让帮扶更精准更快捷

我市高科技企业恒神股份
工程技术人员中 70%是共产党
员。6月29日，恒神举行了庆祝
建党99周年大会，党员重温入党
誓词，坚定了在推进企业高质量
发展中争当先锋的决心。图为
恒神党员重温入党誓词。（记者
溢真 通讯员 景云华 摄）

发挥堡垒作用
勇当科技先锋

重要提醒！今天是最后一天办理报废补贴
7月1日起，我市将对驶入禁行区域的“非标三、四轮电动助动车（封闭式）”进行查扣处理

本报讯 （记者 丽萍 通讯
员 许建彪）“我这电动三轮车
是今年 3 月份刚买的，现在这
个报废补贴款怎么算啊？”“师
傅，别急，您先过来排队登
记，这补贴标准我们是根据车
辆实际使用状况，按价格部门
认定结果进行补偿的。”“放心
吧！政府回购肯定比外面市场
回收更正规和划算。”……昨日
上午，记者在西环路 58号（原
丹阳市中亚玻纤厂内） 看到，
这里人潮涌动，一辆接一辆的
三轮或四轮电动助动车开进大
院，前来办理报废补贴事项，
院内空地已停放了数百辆上交
车辆。

据悉，我市从本月初开始
对禁区范围内非标三、四轮电
动助动车（封闭式）给予报废
补贴，这项补贴政策将于7月1
日起自动失效。对此，市公安

部门提醒广大车主，抓住本月
最后的“30 日”这一天时间，
及时主动将车辆上交至指定地
点进行报废，可按规定得到报
废补贴。逾期未上交报废以及
在禁行区域外的“非标三、四
轮电动助动车（封闭式）”由
车主自行处置，我市交警部门
将会持续对此类车辆违法上路
进行查处并给予相应处罚。

据了解，此次“非标三、四轮
电动助动车（封闭式）”综合治理
整治的对象是全市范围内所有
非法生产、销售、改装“非标三、
四轮电动助动车（封闭式）”的企
业及个体工商户，从事非法客
运、违法上道路行驶的“非标三、
四轮电动助动车（封闭式）”及从
业人员，从事非法客运、违法上
道路行驶的“非标残疾人三、四
轮电动助动车（封闭式）”及从业
人员。

如何办理非标三、四轮电动
助动车（封闭式）回购报废补贴，
需要什么条件？补贴标准如
何？现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今年6月30日前，禁行区域范围
（122省道以北、齐梁路以西、北
二环经迎宾路到银杏路以南、
233 国道以东围成的闭合区域
内的所有道路）内的“非标三、四
轮电动助动车（封闭式）”车主主
动将三、四轮车上交至西环路
58 号报废的，可按规定得到报
废补贴。办理所需条件和准备
材料主要包括禁区范围内的车
主需携带购车原始发票（若没有
原始发票，需提供税务部门补开
发票）、车辆合格证、房产证（若
没有房产证，提供户口本）、身份
证、拟接受补贴的银行卡等。补
贴标准是根据每辆车的车辆实
际使用状况，按照价格部门价格
认定结果进行补偿。

采访中，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他们在办理报废补贴过程中
还遇到了一些特殊情况和实际
难题，希望在此借助本报给广大
市民提个醒，以便大家知晓办理
制度。比如，问题一：车主（老
人）户口登记在禁区范围外，车
主儿子住在禁区范围内，车主自
称和儿子住在一起，购车发票是
车主的名字，这种情况能否给车
主办理报废补贴？答：这种情况
根据规定是不予办理的。问题
二：车主原居住地（禁区范围内）
拆迁，现租房，这种情况如何办
理？答：提供老的禁区内的房产
证，若没有，需提供拆迁办的相
关证明，经核实，可以办理。问
题三：车主新买的房子在禁区
内，只有购房合同，房产证还没
有办下来，这种情况如何处理？
答：提供购房合同，经核实，可以
办理。 （下转2版）

新孟河延伸拓浚
工程（丹阳段）全
省率先完成通水
验收

本报讯 （记者 姚磊 通讯
员 水宣）昨日上午，记者从新孟
河延伸拓浚工程镇江市境内河道
工程通水验收会议上了解到，经
过各参建单位的共同努力，新孟
河延伸拓浚工程（丹阳段）已具备
通水条件，成为全省率先完成通
水验收的河段。

据了解，新孟河延伸拓浚工
程是国家 172项重大节水供水项
目之一，也是太湖流域水环境综
合治理的重要工程。其镇江市境
内工程建设内容主要为河道拓浚
6.59 千米，新建跨河桥梁 4 座以
及外围水系调整工程，概算投资
11.1188 亿元。新孟河延伸拓浚
工程（丹阳段）是我市投资最大的
水利工程，为加强工程建设管理，
我市创新采用代建制，充分利用
代建单位丰富的经验，提升建设
管理的效率。工程建成后，将具
备改善太湖和湖西地区的水环
境，提高流域和区域的防洪排涝
标准，增强流域和区域的水资源
配置能力，同时兼顾地区航运。

今日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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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抓获 5 名
非法电鱼者

6月25日凌晨，市渔政大队
凭借丰富的办案经验，通过摸排
调查、蹲点守候，连续查处两起非
法电力捕鱼案件，抓获5名电鱼
者，除没收作案工具外，还依法对
电鱼者进行了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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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使用公勺公
筷，咋就这么难？

自大力推行公勺公筷以来，
“公勺公筷”一时成为市民外出就
餐的“新食尚”。如今，公勺公筷
的实际使用情况如何？餐饮店是
怎么做的？市民们有什么看法？
记者进行了走访。

4版

非现场交通安全违法行为
异地处理30日起全面实施

记者29日从公安部交管局
获悉，修订后的公安部《道路交通
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推
出了非现场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异
地处理改革措施，在此前试点的
基础上，6月30日起全国全面实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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