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洪水退后
消毒跟上

湖南 7支卫生防病应急队整装待发

������本报讯 (通讯员 刘富强 张
亚娜) 近期湖南省多地遭遇洪涝
灾害， 湖南省疾控中心 7 月 3 日
发出健康提醒， 提醒群众注意饮
用水、 食品、 环境卫生， 尤其要
注意防范肠道、 虫媒传染病。

在洪灾地区， 水源受到污染，
专家提醒， 尤其要注意饮用水卫
生， 切勿饮用生水。 对临时的饮
用井水、 河水、 湖水、 塘水等，
一定要进行消毒， 自来水水管或
水龙头如被污染， 退水后应充分
清洗管路， 水龙头表面使用含氯
消毒剂擦拭消毒。 食物要煮熟煮
透， 生熟分开， 餐具须清洁并消
毒后使用， 进食前要洗手;不吃腐
败变质或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不

吃淹死、 病死的禽畜、 水产品。
受灾地区房屋农田被淹， 水退

后要对室内外环境进行彻底的清理，
做到先清理、 后消毒、 再回迁。 汛
期蚊子、 苍蝇、 老鼠大量繁殖， 最
好在居所内安装纱门、 纱窗、 蚊帐
等防蚊、 蝇设施;推荐使用蚊香、 气
雾罐、 苍蝇拍等家庭灭蚊蝇措施;抗
洪值守人员要穿长袖衣裤， 裸露部
位可喷涂驱避剂。 应使用高效、 安
全的抗凝血杀鼠剂灭鼠； 灭鼠后及
时搜寻死鼠， 集中深埋或焚烧； 水
灾鼠类死亡或迁徙时， 体表寄生虫
脱离或逃逸， 灭鼠时， 应在居民安
置点喷洒杀虫剂， 消灭离开鼠体的
游离蚤等寄生虫， 做好鼠虫并灭。
蚊蝇鼠等病媒生物异常增多时需及

时报告当地政府部门。
在水中浸泡时间过长， 要注

意预防皮肤溃烂， 可在皮肤皱褶
部位扑些痱子粉， 每隔 1 至 2 小
时休息一次， 擦干脚， 在阳光下
曝晒片刻。

专家特别提醒， 在血吸虫病
流行区， 不接触疫水是预防血吸
虫病最好的方法。 接触疫水前，
在可能接触疫水的部位涂抹防护
油膏 。 在防范高温中暑的前提
下， 可穿戴防护用品， 如胶靴、
胶手套、 胶裤等。 接触疫水后应
主动去血防部门检查， 发现感染
应早期治疗。 如果感觉身体不适
时， 特别是发热、 腹泻病人， 要
尽快寻求医生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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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2日，
湘潭市妇幼保
健院抽调医护
人员组成防汛
抗洪医疗救护
志愿服务队，
在湘江河堤湘
潭段为坚守在
抗洪一线的工
作人员和群众
提供免费医疗
服务。

通讯员
罗玲 摄影报道

�����本报讯 （通讯员 胡翠娥） 6 月 29
日，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国家卫
生计生委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北京
举办第三届国医大师、 全国名中医表
彰大会。 授予王世民等 30 位同志国
医大师荣誉称号， 授予丁书文等 99
位同志全国名中医荣誉称号， 追授高
上林同志全国名中医荣誉称号。

湖南省共 3 位名老中医药专家获
得此项殊荣。 湖南中医药大学、 湖南
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熊继柏教授
荣获国医大师荣誉称号， 湖南中医药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王行宽教授， 湖南
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潘敏求教授
荣获全国名中医荣誉称号。

������本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张红刘富强) 7 月 2 日, 记者从湖
南省疾控中心获悉， 该中心紧急
动员全体卫生防病应急机动队员，
针对汛后可能引发的疫情， 依照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
制定了洪灾应对工作方案， 做好
了物资准备和人员、 车辆的安排，
多举措开展救灾防病工作。

据了解， 省疾控中心全体工
作人员汛期期间一律取消休假，
要求非值班人员一律处于待命状

态， 已组建 7 支卫生防病应急机
动队， 随时将奔赴各灾区， 核实
灾情、 病情， 做好环境消杀、 传
染病疫情监测和饮用水消毒工作
技术指导， 努力减少因洪涝灾害
对人民群众健康造成的损害。

6 月 27 日， 全省防病救灾工
作预案启动， 要求全省各级疾控
机构每日上报辖区内防病救灾工
作进展表和应急情况统计表， 加
强应急值守， 实行 24 小时在班值
班制度和领导带班制度， 确保联

络畅通， 运转高效。 同时， 紧急
调配防病救灾物资并及时下发。
省卫计委汛期来临前已储备漂白
精片、 漂白精粉、 喷雾器等消杀
物资和其他物资 400 余万元， 目
前通过物资储备仓库陆续下发至
各灾区。 全省疾控部门重点加强
对腹泻、 伤寒、 副伤寒、 霍乱等
和洪涝灾害相关的传染病疫情的
动态监测， 实行重大疫情和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随时报告制度。

汛期谨防肠道、虫媒传染病

医疗救护志愿者服务抗洪第一线

30 人获评第三届国医大师
湖南中医专家熊继柏获此殊荣

湖南省疾控中心健康提醒：

������本报讯 (通讯员 贺佳玉) 6 月 29
日 ， 2017 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
（湖南 ） 启动仪式暨全省食品安全
“三小” (即小作坊、 小餐饮和食品
摊贩) 治理经验交流会在怀化举行。

此次活动由湖南省食品安全委员
会主办， 省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怀化市政府共同承办 。 活动主题是
“尚德守法， 共治共享食品安全”。 怀
化、 长沙、 株洲、 娄底 4 市就食品安
全 “三小” 治理工作进行了经验交
流。

湖南省副省长向力力表示， 抓好
食品安全是人民群众所盼、 产业发展
所需、 政府责任所系。 食品生产小作
坊、 小餐饮和食品摊贩的 “三小” 治
理虽然艰难， 但只要下决心下力气
抓， 完全可以抓好。 他强调， “三
小” 治理关键要抓好三条。 一是坚持
依法治理。 将 “三小” 治理导入法治
化轨道。 二是坚持规范有序发展。 三
是坚持示范引领。 各地要因地制宜，
盯住市场需求大的重点产品， 集中力
量抓出成效。 向力力要求， 全省要巩
固提升 “食品安全护苗行动” 成果，
并部署开展 “保健食品安全护老行
动”。 要进一步深化食品安全监管领
域 “放管服” 改革， 为食品产业发展
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 要进一步
强化评议考核结果运用， 切实增强食
品安全评议考核的威慑力。

湖南打好食品生产
“三小”治理攻坚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