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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 8版

������本报讯 （记者 王璐） 湖南
省疾控中心组织专家组近日重点
对流感的公共卫生风险进行了专
题评估。 经专家组评估认为， 湖
南省目前已进入冬季流感流行高
发时期， 预计未来至少 4 周流感
活动水平仍将维持在高水平， 但
流感活动整体水平高于 2017~
2018 年度的可能性低 。 记者 1
月 14 日从湖南省疾控中心了解
到， 湖南目前尚未造成流感大流
行， 民众不必恐慌， 但有必要做
好适当防护措施。

湖南省疾控中心传染病防治
科科长胡世雄介绍， 全省 23 家
流感监测哨点医院监测显示 ，
2019 年第 1 周 （2018 年 12 月

31 日至 2019 年 1 月 6 日 ）， 湖
南省流感样病例占门急诊病例总
数的 5.86%， 达到本流行季以来
的最高峰， 也高于 2015、 2017、
2018 年同期 （ 3.43% 、 5.24% 、
5.74%） 水平， 但尚低于 2016 年
同期水平 （6.14%）。 全省目前检
测 到 的 病 毒 亚 型 主 要 是 A
(H1N1)， 其次为 A （H3N2）， 也
有少量的 B 型流感。

胡世雄表示， 湖南省现已进
入 2018~2019 冬春季流感流行高
峰时期， 预计未来 4 周流感活动
水平将维持在高水平， 但流感活
动整体水平高于 2017~2018 年度
的可能性低， 不排除局部流感暴
发事件进一步增多。

要预防流感， 胡世雄建议，
普通民众应加强体育锻炼， 提高
机体自身免疫力， 同时注意防寒
保暖、 定时开窗通风， 到人多拥
挤地方建议佩戴口罩。 一旦出现
流鼻涕、 打喷嚏、 咳嗽、 肢体酸
痛等流感样症状时， 可先至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就诊， 如确定为流
感可根据病情程度或医生建议到
上一级医院进一步诊治 。 “此
外， 体质较弱的老人和小孩接种
流感疫苗也是预防流感的有效方
法。” 胡世雄表示， 流感疫苗接
种后 2 周可产生抗体， 无论三价
还是四价流感疫苗均能对目前流
行的主要病毒亚型 A (H1N1) 进
行有效预防。

流感活动将维持在高水平

������本报讯 （通讯员 朱勇峰 高琳） 近段
时间遭遇雨雪低温天气， 不少人中招感
冒。 专家提醒： 流感进入高发季， 需谨慎
防范。

长沙市中心医院儿童医学中心副主任
医师刘晓燕提醒， 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
惯是预防流感以及其他呼吸道传染病的
重要手段， 首先要注意勤洗手。 刘晓燕还
特别提醒， 冬季是流感的高发季节， 市民
在各种公共场合都有可能中招， 最简单有
效的预防措施是与患者保持 1 米距离。

“当你发现有人要打喷嚏或咳嗽时，
应马上退到 1 米之外！” 刘晓燕表示， 人
咳嗽、 打喷嚏会产生飞沫核， 它是呼吸道
传染病的绝大部分传播媒介， 因为一颗飞
沫核很大， 其表面可以携带大量的病原微
生物。 “不过飞沫传不了 1 米之外， 室内
只要经常开窗通风， 病毒浓度会马上降
低。 如果是在电梯或公共汽车上遇到这种
情况， 可马上转过身去， 因为人的眼睛和
鼻子是最容易被传染的。”

������本报讯 （杨真宇） 1 月 14 日， 2019
年全国卫生健康宣传工作会议在北京召
开。 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王贺胜出席会
议并讲话。

王贺胜指出， 2018 年， 全国卫生健康
宣传战线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 开拓进
取、 真抓实干， 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
中国医师节等主题宣传深入人心， 权威新
闻发布及时回应群众关切， 社会文化宣传
精彩纷呈， 健康教育工作贴众而行， 居民
健康素养水平持续提升， 各项工作取得明
显成效。

王贺胜强调， 做好卫生健康宣传工
作 ， 贵在守正 、 重在创新 、 成在实践 。
2019 年， 要突出抓好 6 个方面工作： 聚焦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做好重大主题
宣传； 以群众需求为导向， 提升新闻舆论
工作传播力、 影响力； 完善典型宣传常态
化工作机制， 推动涌现更多百姓身边的健
康卫士； 推进社会宣传和文化建设， 弘扬
卫生健康崇高精神； 加强健康促进和科普
宣传， 引导群众全面提升健康素养； 打造
过硬队伍， 高质量完成各项任务， 为卫生
健康事业改革发展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和强
大精神力量。

�� �本报讯 （通讯员 文学军 许
英） 1 月 11 日， 湖南省市场监管
局等 14 部门召开电视电话会议，
部署全省联合整治 “保健” 市场
乱象百日行动。

根据湖南省市场监管局、 公
安厅、 卫生健康委等十四个厅局
印发的 《湖南省联合整治 “保
健 ” 市场乱象百日行动实施方
案》， “百日行动” 从 1 月 11 日
开始， 分为宣传及排查 、 集中
执法、 总结提升三个阶段进行。
总体目标是， 依据相关法律法
规， 严厉打击虚假宣传 、 虚假
广告、 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等扰

乱市场秩序、 欺诈消费者等各
类违法行为。 集中查办 、 曝光
一批违法典型案件， 形成高压
态势， 有效遏制 “保健 ” 市场
乱象。 整治重点： 一是重点行
业及领域， 与人民群众日常消
费密切相关的行业和领域 ， 食
品 （保健食品）； 宣称具有 “保
健” 功能的器材、 用品、 用具；
日用消费品； 净水器 、 空气净
化器等日用家电； 玉石器等穿
戴用品 ； 声称具有 “保健 ” 功
效的服务等。 二是重点场所及
区域， 存在会议营销活动的宾
馆酒店； 容易发生 “保健 ” 市

场推销活动的社区 、 公园 、 广
场、 车站、 码头等人员密集场
所； 销售对象主要为老年、 病弱
群体的 “保健” 类店铺； 旅游景
区、 农村场镇、 农村集市、 城乡
结合部等。 三是重点时段， 春节
等节假日、 3·15 国际消费者权
益日等。 四是重点行为， 虚假宣
传、 组织虚假宣传行为； 虚假违
法广告行为； 保健食品中非法添
加非食用物质及宣传治疗作用
的行为； 制售假冒伪劣产品行
为； 无证无照经营等行为 ； 以
“保健” 为名开展的各种违法违
规行为等。

湖南省市场监管局等十四部门联合

湖南未来 4 周
卫生健康宣传

度百岁乃去
人尽其天年

��������1 月 15 日，
长沙市开福区望
麓园街道组织湖
南日报报业集团
等多个驻社区单
位的干部职工开
展 冬 季 献 血 活
动。 234 人参加
献血， 共计献血
7.56 万毫升， 鲜
红的血液汇聚着
大家的爱心。

记者 梁湘茂
通讯员 刘湘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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