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6月5日讯 我省环保工作又
推重大举措。 记者今天从省政府新闻
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我省正
式启动企业环境行为信用评价。今后，
环境信用评价等级较低企业， 其项目
审批、资金安排、上市核查、金融支持
等，将受到诸多限制。环境信用等级为
“红牌”企业，可能贷不到款。

■记者 李伟锋 通讯员 刘玉晖

本报6月5日讯 未挂水产品
分销卡、散装食品没按规定标示、
现场工作人员无健康证、 进销渠
道不明……今日下午， 长沙市工
商局芙蓉分局在对万家丽好润佳
超市进行水发食品进行抽检时，
发现上述问题， 现场责令该超市
对水产区进行整改。

当天， 执法人员在新一佳五
一路店发现在售的海带菜、 海带
结、墨鱼仔、八爪鱼等水产品，标
签信息不明， 没有标注产地 、厂
家名称、生产日期等基本信息。现
场执法人员向店家索要供货商的
卫生许可证、 产品检验合格证明
等， 但店家拿来的供货商相关资
料早已过期。 在芙蓉广场的家乐
福超市， 执法人员发现销售的水
产品同样未悬挂“分销卡”。对此，
执法人员表示：“按食品安全法的
规定，我们将进行行政处罚。”

从今日起至7月29日，芙蓉工
商对辖区内所有超市、 商 场、集
市、 农贸市场范围内对水发食品
开展整治行动，在检查进货渠道、
索证索票的同时， 将对水发食品
进行抽检，主要检查甲醛、亚硝酸
钠残留量、硼砂和铅等项目。

■记者 何志华 实习生 何敏玲

万家丽好润佳超市
水产区被责令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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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患子宫肌瘤，母女两代遭遇不同命运
相隔十年，女儿也和母亲一样，患上子宫

肌瘤。 由于当时各种条件的限制，母亲不得不
接受子宫全切手术， 失去了女人最宝贵的财
产———子宫；十年后，还未生育过的女儿也患
上子宫肌瘤，她又将面临什么样的命运呢？

母女两代同患子宫肌瘤，跟体质遗传有关

十年前，许女士曾患过子宫肌瘤，所以当
她得知女儿出现了尿频、尿急、月经量增多等
异常症状时，便赶紧带着女儿来到武警湖南省
总队医院妇产科进行检查。许女士怀疑女儿患
上子宫肌瘤， 而检查结果也证实了她的猜
测。

“在临床上，像这种母女俩同样患上子宫
肌瘤的病例还真不少。 ”武警湖南省总队医院
妇产科专家张炯介绍说：“目前医学界还没有
切实的依据证明子宫肌瘤会遗传，但临床大量
数据证明，肌瘤的发生跟体质遗传有着密切的
关系，所以母亲曾有肌瘤病史的，女儿患肌瘤
的概率相对来说也会大一些。 ”

微创技术造就了两代人不同的人生

由于发现得比较晚，加上受当时医疗条件
限制， 许女士在当地医院接受子宫全切手术，

这是她深感遗憾的事。 不过女儿明显比较幸
运，因为发现及时，肌瘤不大，在武警湖南省总
队医院采用来自火箭制导技术的超导凝固刀
技术便轻松将肌瘤剔除掉， 不需要切除子宫。
“幸好不需要像我一样切除子宫， 女儿这么年
轻，还没生孩子呢。 ”许女士为女儿感到庆幸。

据了解，子宫肌瘤的治疗近年来取得极大
的进展，其中，以超导凝固刀、超微腔镜为代表
的国际最先进微创诊疗技术，极大地解除了传
统诊疗子宫肌瘤的种种限制，能在有效治疗肌
瘤的同时完整保留子宫，且创伤小、痛苦轻、恢
复快。 与传统开腹手术十几厘米的腹部切口
相比，微创技术创伤更小，更精准，治疗也更安
全、彻底，更不会伤及到子宫内膜，尤其对患者
以后的生育也不会有影响。

提醒：有以下症状要当心子宫肌瘤

张炯指出，母亲患有子宫肌瘤的，女儿最
好多加警惕， 除了每年定期做妇科检查外，平
时也要特别注意身体出现的异常信号。张炯介
绍说，若身体经常感到疲倦、头晕乏力，且月经
异常的话，最好及时到正规医院妇产科进行检
查，以排除患子宫肌瘤的可能性。这是因为，与

子宫肌瘤关系密
切的症状主要是
子宫出血量增大，
临床多表现为月
经过多，往往伴有
经期延长。有时也
表现为不规则出
血，月经失去正常
周期性，持续时间
长，时多时少且淋
漓不断等症状。

“腹部肿块是
另一个主要症状，
当子宫肌瘤逐渐
增大，使子宫肌瘤超过了 3个月妊娠大小，或位
于子宫底部的肌瘤日常易从腹部触及。 但如果
患者腹壁较厚，即使子宫增大，或肌瘤超出盆腔
甚至达 4-5个月妊娠大小，患者仍难以自己发
现。”张炯指出，以往临床中还发现有部分女性，
特别是一些医疗条件差、医学常识不够普及的
偏远贫困地区妇女，容易误把子宫肌瘤当成怀
孕。因此对于是否患有子宫肌瘤，定期进行科学
的妇检就显得尤为重要，切莫轻视。

地处长沙市河西溁湾镇的武警湖南省总
队医院是湖南省新农合及省、市、区医保定点
单位。 据了解，该院率先在湖南引进的微创技
术治疗子宫肌瘤，已成功为近万名患者摘除了
肌瘤，效果理想，不影响正常生活和再孕。 女
性朋友如果还有任何疑问， 可直接拨打该院
24小时女性健康专线（0731）8888�3318或加
官方咨询QQ：800007138向专家进行咨询。

■劲佳 通讯员 石慧

微创技术祛除子宫肌瘤， 为现代女性带来福音。 图为武警湖南省
总队医院妇产科微创手术现场

本报6月5日讯 今天， 株洲市环保
局发布2011年环境质量公报，该市空气
质量持续好转， 但酸雨污染依然较严
重。公报分析称，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
原因是，火力发电量、钢铁产量和机动
车保有量猛增。该市去年排放二氧化硫
4.62万吨，较2010年上升15.79％；氮氧
化物排放4.98万吨 ， 较2010年上升
12.35％。 ■记者李永亮通讯员曹浪波

本报6月5日讯 每年的四月至五
月、九月至十月是候鸟的迁徙季，百万
候鸟选择“歇脚”邵阳。今年7月，省环
保社团联合会将启动首届“湖南省护
鸟营”，即日起面向社会招募“候鸟守
护者”，邀请您一起保护过境候鸟。

全球候鸟每年都会经历两次长途
迁徙，8条主要迁徙路线中有3条经过
我国， 邵阳市是南北迁徙的候鸟经过
湖南地区的必经通道。然而，许多候鸟
过境之地打鸟成风，不少人以打鸟、捕
鸟为生。 尽管当地政府组成联合执法
队，采取整治行动保护候鸟，但非法捕
鸟的现状一直没有完全改变。

省环保社团联合会理事长何建
军介绍，即将于7月启动的“首届湖南
省护鸟营———为候鸟迁徙保驾护航活
动”共有两部分，即7月份开始的“暑
期候鸟守护行动”和9月份开始的“候
鸟迁徙守护行动”。采取实地扎营的方
法， 在候鸟迁徙沿线用灯光来引导候
鸟迁徙。

如果您想参与其中， 请拨打湖南
环 保 社 团 联 合 会 电 话 0731—
85500081或本报新闻热线 0731—
84326110报名。 ■记者 黄静

百万候鸟“歇脚”邵阳
邀您扎营共治捕鸟风
爱鸟人士可拨本报热线：在迁徙沿线扎营，用灯光引导鸟儿回家

邵阳是我国候鸟南北迁徙的3条主要
通道之一，每年春季,�候鸟由广西境内→
城步、新宁→武冈→洞口→隆回,秋季则
主要由洞庭湖→湘潭→邵东→邵阳市→
隆回→城步、新宁,�再飞入广西境内。

邵阳的隆回、新宁地区属常绿阔叶
林区，气候温和、光照充足， 非常适合动
植物生长繁衍。省环保社团联合会理事
长何建军介绍：“邵阳大部分的河流和
山脉都是南北走向，与候鸟的迁徙方向
相一致，可以帮助鸟儿判断方向，这是

候鸟选择邵阳的原因。”
湖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动物学

教授邓学建说，每年的清明至立夏和夏末
初秋都有大批候鸟迁徙路过或停留于此。
已查明的鸟类有95种， 其中候鸟44种，留
鸟51种， 候鸟中有国家级保护鸟类11种。
“天鹅、白鹭、丹顶鹤、中华秋沙鸭这些国
家一级保护动物都在迁徙队伍当中；其它
如松雀鹰、赤腹鹰、灰背隼、褐翅鸦鹃、草
鸮、雕鸮、斑头鸺鶹、红角鸮、绿头鸭等候
鸟，占国家鸟类保护种类的14.8%。”

■制图/王珏

候鸟为什么喜欢邵阳

株洲酸雨仍严重 环保“红牌”户或贷不到款
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即日起，长

沙市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CSWCA公
开招募一批会员和志愿者（包括个人
和团体）。 您可以登录协会官网www.
cswca.org下载会员和志愿者表格，填
写完整后发至邮箱cswca_2012@163.
com或致电 0731—89720789报名。
CSWCA官方微博亦正式开启，如果您
发现哪里有野生动物需要保护， 可直
接@长沙市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
（http://weibo.com/u/2811066792）
举报或求助。 ■记者 杨艳

长沙市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
招募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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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法分子在候鸟迁徙的线路上用天网、猎枪等工具猎杀候鸟。 新华社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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