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荨日前袁 市水利局在海门街道枫南小区开展

野节水知识进社区冶 活动遥 活动中袁 工作人员向居
民们分发宣传资料尧 展出自制节水小报等袁 将用水

节水方面的环保理念传授给广大居民遥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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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3月 30日袁由于配合线路工作袁大汾变
新朝 160 线 16# 杆支线以下线路于 07院00-17院00
停电遥 停电范围为前所街道横西村尧横蒋村 4号变尧
2号变一带遥 给客户带来不便袁恳请谅解浴邾

国网浙江台州市椒江区供电公司邾
2017年 3月 23日

卫生与健康

饮水知识你问我答

椒江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膳食指南里关于饮水是怎么规定的钥邾

根据我国最新版的 叶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渊2016冤曳袁 每日推荐饮水 1500-1700 毫升袁

也就是成人每天应喝 7-8杯水遥 水是人体必

须的七大营养素之一袁 所以喝水补水也要作

为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来重视遥 人体补充水

分的最好方式是饮用白开水袁 不喝或少喝含

糖饮料遥 饮水方式应是少量多次袁 分配在一

天的任何时间袁 每次 200ml 渊1 杯冤 左右袁

尤其是在进餐前袁 否则会冲淡胃液袁 影响食
物的消化曰 饮水时间可早晚各饮 1杯袁 其他

在日常时间里均匀分布曰 成人可饮用茶水替

代一部分白开水遥邾

邾
2.刚放出来的水为什么有刺鼻的气味钥邾

氯是国际上广泛使用的自来水消毒剂遥

氯是一种强氧化剂袁 具有刺鼻的气味和口感

异味遥 为了保证消毒效果袁 要求接触一定时

间后袁 水中要剩余一定氯量遥 叶生活饮用水
卫生标准曳 GB 5749-2006 规定末梢水游离

余氯大于 0.05mg/L遥郅

邾

3.山泉水是否可以直接饮用钥邾

清澈透明尧 甘甜可口不能作为山泉水可

以饮用的标准遥 山泉水一般水质较好袁 但如

果直接饮用袁 里面很多微生物是超标的遥 山

泉水的水源一般属于浅层水袁 虽然肉眼看上

去清澈透明袁 口感清冽甘甜袁 但是有些对人

体有害的物质比如重金属尧 有机物等是看不

见也感觉不到的袁 不能单凭外观和口感就断
定其水质是否合格遥郅

邾
4.为什么刚放出来的自来水呈乳白色钥邾

自来水在高压密闭的管道中输送时袁 管
道中的空气会因高压而溶入水中袁 当自来水

从水龙头中流出时袁 水中的空气会因恢复到

常压而被释放出来袁 从而形成无数的微小气

泡袁 使水的外观呈乳白色袁 放置片刻后袁 即
会澄清袁 不影响饮水卫生遥郅

邾
5.维生素 C饮料喝了是不是很健康钥邾

维生素 C是很好的营养物质袁 其好处多

多袁 可是也要注意适量袁 多喝了对于健康也

是有影响的袁 过量摄入能引起泌尿系统结

石袁 渗透性腹泻以及大剂量维生素 C 依赖

症袁 而且多数饮料含有大量的添加糖袁 这是
喝水的学问中需要了解的遥郅

邾
6.水里为什么有铁锈袁 会对身体有伤害吗钥邾

如果水由镀锌铁管输送袁 水与铁发生氧

化作用袁 生成红色的氧化铁袁 进一步氧化成

黑色的三氧化二铁遥 新建楼房中的管道更容

易被氧化遥 铁含量超标袁 会影响水的观感和

口感袁 长期饮用袁 会加重肾脏负担袁 导致内

分泌系统失调尧 高血压等症遥

本报讯 渊记者 王寅 通讯员 王

益冤 清明节将至袁 祭祖扫墓尧 踏青游
玩等活动将急剧增多袁 野外用火现象

呈不断上升态势袁 森林防火形势日益
严峻遥 为切实做好清明期间全区森林

消防工作袁 有效控制森林火灾发生袁

近日袁 区政府发布了 叶关于做好清明

节期间森林消防工作的通告曳 渊以下

简称 叶通告曳冤遥邾

叶通告曳 规定今年清明节期间全区

森林禁火期为 3月 25日至 4月 23日遥

在此期间袁 市民禁止在林区及林缘周
边 50米范围内上坟祭祖和送葬时燃放

烟花爆竹尧 烧香尧 烧纸钱尧 点蜡烛尧
烧坟草等一切野外用火曰 禁止在林区

和林缘烧灰尧 烧地坎草尧 炼山等一切

生产性用火曰 禁止在林区野外吸烟曰

禁止在林区和林缘野炊尧 玩火曰 禁止

放飞孔明灯等其它易引发森林火灾的

行为曰 禁止在林区违法狩猎和使用容

易引发明火的猎捕工具和狩猎方法遥邾

此次区政府 叶通告曳 继续突出了
野四个一律冶 规定袁 即擅自销售烟花爆

竹袁 一律予以没收处理袁 并追究相关
责任曰 携带烟花爆竹尧 香尧 纸尧 烛等

上坟火种袁 一律予以收缴处理曰 燃放

烟花爆竹袁 一律予以治安拘留处罚曰

烧香尧 烧纸钱尧 点蜡烛尧 烧坟草及生

产性等一切野外用火袁 一律予以 1500

元以上的林业行政罚款遥 引起森林火

灾的袁 依法赔偿损失袁 责令更新造林袁

并按上述规定从重处罚曰 森林火灾造
成过火有林地面积 30 亩以上损失的袁

依法追究火灾肇事人刑事责任遥 对妨
碍火种收缴的有关当事人袁 依法予以

治安拘留等处罚遥邾

此外袁 叶通告曳 还要求全区各级

机关尧 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带头遵

守本通告的规定曰 要求各街道尧 镇严

格落实森林消防责任制袁 抓好清明节

期间森林消防工作曰 要求各村两委要

切实负起森林防火的责任袁 向村民宣
传上山禁火令袁 强化对老尧 幼尧 痴尧

残等特殊人群的监管袁 并落实监护人
和监护措施袁 防止野外随意用火引发

森林火灾遥邾

目前袁 我区已将 2500 份 叶通告曳

发放到各街道和成员单位袁 将张贴在各

社区和村遥 同时还将利用电视尧 报纸尧

宣传车等方式进行宣传遥 3月 29日起袁

由区森林消防办牵头袁 我区公安尧 森林

公安尧 安监尧 市场监管尧 行政执法尧 街
道等单位组成联合执法组袁 开展清火行

动袁 从源头上收缴火种遥

3月 25日至 4月 23日为我区森林禁火期
我区发布清明期间森林禁火通告

本报讯 渊通讯员 陈瑶 记者 林

琦冤 野我也没有想到袁 为了图个方便袁
没有盖帆布袁 居然被罚了这么多钱遥冶 近

日袁 区行政执法分局顶格处罚了 4起外

沙路运输车辆未覆盖行为遥邾

为深入推进城乡环境综合整治袁 从

根本上杜绝车辆 野抛尧 洒尧 滴尧 漏冶袁 从

3月 6日开始袁 该分局联合交警尧 路政部
门在外沙路开展为期一个月的 野清尘行

动冶袁 重点检查运输车辆未覆盖及遗洒问
题遥邾

外沙路地处医化园区袁 连接椒江二
桥袁 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袁 来往运载砂

石尧 渣土的车辆较多遥 这些车辆大多存

在未封盖密闭的问题袁 野抛尧 洒尧 滴尧

漏冶 现象比较严重遥 这不仅对市容和环

境卫生造成很大影响袁 也使城市主干道

严重受损遥 同时袁 洒落的飞石还对行
人尧 车辆构成安全隐患袁 市民反映十分

强烈遥邾
野我们专门召集了沙场尧 煤场业主和

运输公司负责人召开座谈会袁 告知建筑

垃圾管理相关政策法规及车辆运输管控

标准袁 并要求沙场运输车队后栏板加装

橡胶密封条袁 坚决杜绝抛洒滴漏现象的

发生遥冶 该分局副局长陶建军说遥 为避免

执法盲区袁 实现执法全覆盖袁 该分局渣

土中队加强早晨尧 中午尧 晚上等执法薄
弱时段的管控力量遥邾

野我们渣土中队现在全员上路袁 采取
固定检查与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袁 实

行 24 小时全天候大规模检查遥冶 渣土中

队负责人说遥 截至 3月 23日袁 外沙路集

中整治共查处违规车辆 34辆袁 其中袁 暂

扣未覆盖车辆 30辆袁 已执行顶格处罚 4

起袁 罚款金额达 80000元遥邾
据悉袁 下阶段袁 该分局将持续开展

外沙路运输车辆 野抛尧 洒尧 滴尧 漏冶 专
项整治袁 同时开

展有针对性的宣
传教育袁 加强源

头管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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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日前袁 由台州市立医院尧 区残联尧 区关工委

等单位联合主办的儿童康复助残大型公益义诊活动

在台州市立医院举行遥 来自全国各地医院的专家为

广大患儿开展义诊尧 咨询袁 受到好评遥邾

本报记者 白 露 摄

本报讯 渊通讯员 蒋梦莹冤 日前袁 区科技局组织全体

党员干部观看电影故事片 叶知心法官曳遥邾
该片以 野优秀共产党员冶尧 野时代楷模冶尧 福建漳州芗城

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黄志丽为原型袁 生动地展

示了新时期优秀共产党员人民法官司法为民尧 公正司法的良

好形象遥 影片情节真实生动尧 感人至深袁 反映了共产党员人

民法官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

义的辛勤探索和不懈追求遥邾

观看影片后袁 该局各位党员干部都纷纷表示袁 要向黄志

丽同志学习袁 立足自身岗位袁 从身边的小事尧 平常事做起袁
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袁 带头为民服务袁 为倾

力打造台州新府城贡献科技力量遥

区科技局组织党员干部观看电影叶知心法官曳

遗失黄宗根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作业操作证袁 证

号院 T360502196109013315袁 初领日期院 2014 年 4 月
10日袁 作业类别院 制冷与空调作业袁 准操项目院 制冷

与空调设备运行操作袁 声明作废遥

3月 29日院 多云到阴袁 夜里转

阴有雨曰 偏南风袁 下午转北到东北
风 3耀4级遥 日气温 12耀21益袁 市区

水泥路面最高温度 26耀28益曰 沿海
海面偏南风袁 下午转北到东北风

5耀6级袁 阵风 7级遥邾

3 月 30 日院 阴有雨曰 日气温

11耀16益曰 沿海海面北到东北风 5耀
6级袁 阵风 7级遥邾

3月 31日院 阴有雨遥邾
4月 1日院 多云到晴遥邾

4月 2日院 晴到多云遥邾

4月 3日院 晴到多云遥邾

4月 4日院 多云遥邾

邾

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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