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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病情报告
本周气温变化不大，早晚

有点凉，时有雨。突如其来的
疫情使我市形势严峻，多个地
方进行了封控，测核酸的人数
激增，大大增加了政府和医务
人员的工作量。希望市民积极
配合政府做好检测并遵守政
策，科学防护，居家隔离。防
控措施不能松。由于疫情的原
因，导致门诊病人减少，从就
诊人员来看，仍旧是消化系统
疾病和心脑血管疾病相对较
多。但随着气温的降低，呼吸

系统疾病将会逐渐增加，原有疾
病的要引起重视。急诊室有缓
解。肠道传染病的发病情况正
常。

冬季养生首选黑色食物，比
如黑米、黑豆、黑芝麻等；胡萝
卜、黄花菜、山药、南瓜、红薯
等可以滋补肾阴，并且可以有效
防止血管破裂，防止寒冷条件下
代谢减低引起的血管硬化；杂粮
易于为肠胃消化吸收，同时营养
丰富，并且热量不高，非常适合
糖尿病患者冬季食用；蔬菜中含

有丰富的纤维素，其中包含的韭
菜、大葱等为温性食材，对于滋
补肾阴有很大好处；肉类中含有
丰富的蛋白质，可以增强体质，
比如牛肉，蛋白质含量高并且所
含热量比较低，非常适合血糖高

的人群食用；还有水产品如虾、
带鱼、海参、鲫鱼等富含优质蛋
白和矿物质，同时也为温性食
材，适合冬季食用。

病房住院变化不大，住院病
人在慢慢增加。 （郑军辉）

长期抽烟、长期接触粉尘
颗粒、烟雾、工作环境中粉尘
较多又通风不好的是患慢性阻
塞性肺病的主要人群。对于有
暴露史如长期抽烟，或者有害
颗粒、烟雾接触史的患者，如
果出现反复咳嗽、咳痰，特别
是有活动后胸闷、气短，应及
时到医院行肺功能检查，以及
肺部拍片或 CT，能及时发现
慢阻肺，肺功能是诊断慢阻肺
必不可少的手段，对于40岁以
上的人群，常规体检时做肺功
能，也能早期发现这个疾病。

慢阻肺是个慢性病，和高血
压、糖尿病一样，一旦确诊，需
要终生治疗，不能完全治愈的。
虽然不能治愈，但是正规治疗能
延缓肺功能的下降，提高患者的
运动耐量，改善患者的生活质
量，如果不治疗，疾病会逐年加
重，肺功能下降较快，严重者可
危及患者生命。慢阻肺的预防包
括：

1.戒烟，脱落烟尘、粉尘环
境。

2.防寒：冬季适当增衣，寒
冷季节减少外出。

3.运动锻炼：选择适合自身
条件的运动方式，如步行、太极
拳、慢跑等，量力而行。

一旦确诊为慢阻肺，就需要
治疗用药：需要医生指导下应用
吸入制剂类、祛痰类药物。慢阻
肺患者发展到一定阶段，会出现
呼吸困难，可在医生指导下进行
家庭氧疗。

慢阻肺患者最好参加有氧运
动，比如骑自行车、散步、体
操、太极，不适合参加快跑、爬
山等比较耗氧的运动。平时要注
重锻炼，如打打太极拳，做做呼

吸操。卧床的患者可以做床上卧
位康复操，一整套操下来，身体
的各部位肌肉都得到了锻炼，还
因体位的变动容易把痰液排出。

慢阻肺病人需要新鲜空气，
是需要定时开窗通风的，但要避
免冷风直吹到人，室内温度不宜
太高也不宜太低，以病人感觉不
出汗为宜。平时注意预防感冒，
及时增减衣物，天气冷的时候外
出载好口罩，避免冷空气对气道
的刺激引起咳嗽咳痰。可以注射
流感疫苗，避免流感中招。

（郑军辉）

慢性阻塞性肺病的预防和治疗

说起“抽动症”大家可
能还有些陌生，但如果说你
观察周边的一些孩子或成
人，你会发现有些人，在无
特殊情况下出现不自主的眨
眼、挤眉弄眼、扮鬼脸、抿
嘴、耸肩、吸肚、肢体抽
动、清嗓子、发出怪声等，
那么他们有可能就是得了抽
动症。

抽动症是一种起病于儿
童时期、以抽动为主要表现
的神经精神疾病。起病年龄
为 1-21岁，好发于 5-9岁
孩子，学龄前期和学龄期儿
童为主，男性明显多于女
性，至少要多3倍以上。

当怀疑孩子得了抽动症
后，该怎么办呢？

1、应尽早带孩子到正
规医院就诊。开始孩子病情
较轻，会误以为在玩耍，待
孩子症状较为严重时才就

医，或因为孩子有眨眼、清嗓
子等症状，家长一直带孩子在
眼科、耳鼻喉科等诊治，经常
会有耽误病情的情况存在。如
果发现孩子在其他科室诊治效
果欠佳时，要想到抽动症，及
时到正规医院的小儿神经内科
就诊。若诊断为抽动症后，要
抓紧时间早期治疗。

2、教育及家庭干预。对
于有抽动症孩子的家庭，建议
家长不要因为孩子有抽动现象
就去打骂、训斥，侮辱，这样
可能会加重孩子的症状。应进
行教育引导，少提醒或少在孩
子面前说孩子的抽动症状；疏
通亲子关系，采取鼓励的方
法、放松的音乐疗法等。

3、认知行为治疗。症状
较轻的孩子可进行行为治疗，
减少刺激因素，保持良好的心
情；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如
电视、手机等，学会劳逸结

合、降低学业压力、保持睡眠
规律，避免长时间的疲劳或刺
激，导致症状加重。尽量不要
进食辛辣刺激的饮食，适当进
行户外活动。家长可以学习放
松训练、正强化等方法来帮助
孩子。

4、药物治疗。对于症状
较重的孩子,在家庭干预、行
为治疗的基础上要加用药物治
疗。常用的药物有口服药，也
有外用药，既有中成药，也有
西药，需根据孩子具体情况，
在专科医生开具后才能使用。

5、对症治疗。如果孩子
有共患病，如共患注意缺陷多
动障碍、强迫障碍、癫痫等疾
病，也需对共患病给予不同的
对症治疗。

抽动症初期是最佳的治疗
时期，当我们在生活中发现孩
子有一些异常的表现症状后，
建议带孩子到正规的医院进行
专业的诊断、检查，做到早发
现、早治疗。

（儿科：鲁央南）

孩子得了抽动症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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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
大报告中提出，“促进区域协
调发展”“推进京津冀协同发
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

自 2018 年上升为国家战
略以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
展蹄疾步稳。近日，记者在一
线调研采访看到，三省一市深
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聚焦重点领域协同推进、重点
区域率先突破、重大项目强化
落实、重大平台深化合作，加
快迈向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携手共绘发展新图景

秋末冬初，天气微寒。高
铁苏州南站建设工地上，一派
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

高铁苏州南站位于江苏省
苏州市吴江区的湖荡之间，毗
邻上海市青浦区和浙江省嘉兴
市。根据规划，这座桥式高铁
枢纽建成后，将成为沪苏湖高
铁、通苏嘉甬高铁、沪苏嘉城
际铁路与苏州轨道交通 10号
线四条不同时速轨道线路的交
汇之处。

“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加快融入长三角一体化，苏州
正成为江苏铁路建设的主战
场，未来苏州铁路网里程将突
破 1000公里，形成连接长三
角其他区域的重要纽带。”苏
州城际铁路有限公司董事长路
明鉴语气中难掩兴奋。

不断延长的铁路线、越织
越密的铁路网，驱动着“轨道
上的长三角”呼啸而来。统计
显示，如今长三角铁路营业里
程已达 1.3万多公里，其中高
铁 6500多公里，陆域所有地
级市都有动车通达。

路通了，时空和心理距离
压缩了，各种新的发展机遇如
同活水，源源不绝。

在安徽省马鞍山市博望区
的宁马省际毗邻地区新型功能

区，占地约200亩、总投资约20
亿元的恒精新能源科技公司智能
装备制造基地正在加快建设。公
司副总经理刘江会说：“作为特
斯拉的二级供应商，我们总部在
上海、客户在南京，毗邻区优越
的区位、四通八达的路网，让我
们丝毫没有‘跨省’生产经营的
感觉。”

“今年以来，我们引进产业
项目 17个，吸引投资 292亿元。
今后像恒精新能源这样跨界壮大
的产业项目会越来越多。”宁马
省际毗邻地区新型功能区管委会
区域合作局负责人夏轩轩说。

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
展，不仅要打通有形的道路，更
要打破无形的行政壁垒，让生产
要素充分流动，让各种制度、标
准充分对接起来。

横跨沪苏浙的长三角一体化
示范区，是人才一体化制度创新
的试验田。去年年底，雅珂迪包
装科技(苏州)有限公司的法国籍
总经理万桑一家三口获颁“上海
市海外人才居住证”，工作在苏
州可以享受上海市民的“同城”
待遇。

“聚焦人才要素合理流动，
我们先后出台十余项跨省域人才
资质互认共享方面的制度创新成
果。包括允许外籍人才跨区域申
办上海市海外人才居住证、专业
技术人才资格和继续教育学时互
认等。”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
曹远峰说。

培育壮大科创新动能

上海向西，位于沪苏浙交界
处、建筑面积约200万平方米的
华为青浦研发中心，克服疫情不
利影响，目前8个功能组团中已
有2个实现封顶，预计年底将全
面封顶，朝着 2024年交付的目
标稳步迈进。

以华为青浦研发中心为核
心，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的重点
项目西岑科创中心，在碧水烟波

的“蓝色珠链”湖畔轮廓渐显。
上海市青浦区区长杨小菁说，青
浦将联合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
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共同打造

“数字三体”，推动长三角数字干
线潮涌向前。

长三角是我国创新能力最强
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上海和长三角区域不仅要
提供优质产品，更要提供高水平
科技供给，支撑全国高质量发
展。”

大科学装置是催生原始创新
和尖端科研成果的“利器”。在
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大科学
装置集中区，布局了聚变堆主机
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合肥先
进光源等 7 个重大科技基础设
施。

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副院长宋云涛告诉记者，大科学
装置之一的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
变实验装置，已产生多项科研成
果并转化为新兴产业，孵化出
20多家高新企业。目前，可控
核聚变中的超导技术、低温技术
已开始用于高端医疗装备产业，
实现超导质子治疗系统国产化。

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
智能三大先导产业，是长三角在
科创领域的优势所在。合肥备
料，上海设计，无锡制造，苏州
测试……依托产业链优势，长三
角的集成电路产业规模占据全国
半壁江山。

位于江苏无锡的华虹集成电
路研发和制造基地是华虹集团走
出上海、布局全国的第一个制造
业项目。自 2017 年落户以来，
项目已完成投资 45亿美元，目
前正全力推进一期项目扩产和二
期项目规划。“集成电路产业链
充分体现了沪苏浙皖的分工协
作、各展所长、优势互补。”苏
科创新战略研究院理事长、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决策咨询专家陈雯
认为。

激发科创新动能，除了强化
原始创新，还必须坚持技术创新
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

位于嘉善县的高新企业浙江
维日托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从事
汽车零部件定制设备的生产研
发，需要高精度柔性测量技术。

“从市场购买这项服务，价格高
不说，可挑选的合作对象也不
多。”关键时刻，长三角科技创
新券解了企业负责人叶劲卫的

“燃眉之急”。
叶劲卫算了一笔账：购买该

项技术服务，企业共需花费 51
万元，通过长三角科技创新券通
用通兑平台进行兑换后，只需自
行承担一半，也就是25.5万元。

有了科技创新券的加持，企
业能便利享受长三角的优质科创
资源和技术力量支持，大大提升
研发生产效率。今年以来，嘉善
已有380家企业通过系统进行申
请兑付，累计申领科技创新券
1635万元。

着力实现民生新获得

“昨天提交申请，今天办理
户口迁入，实在太方便了！”11
月 18日上午，在浙江省长兴县
政务服务中心长三角一体化出件
窗口，江苏淮安人孙莉莉喜悦之
情溢于言表。

今年3月份，孙莉莉在长兴
购买了一套房产，想把正在上小
学的孩子户口从老家迁到长兴落
户。17日下午，她向长兴县画
溪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咨询，被
告知办理跨省迁入可以线上申
请、线下拿证。“原来去老家派
出所签字起码一个礼拜，现在
好了，小孩上学、大人上班都不
耽误。”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多
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
一 体 化 发 展 中 补 齐 民 生 短
板。”长三角地区经济联系紧
密、人员交流频繁，促进基本公
共服务便利共享，不断增加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是一体
化发展的应有之义。

户口迁移无需两地跑、社保

卡在多个场景实现“一卡通
用”、跨省异地就医门诊费用直
接结算覆盖上万家医疗机构……
截至今年7月底，长三角跨省通
办的政务服务事项或相关应用场
景已达138项。

“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推
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就是要让
区域内的老百姓工作生活品质更
高。”上海市发展改革委主任、
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主任华源
说。

在合肥退休、回到上海安享
晚年的俞先生，对一体化发展带
来的便利有亲身感受。今年 10
月，俞先生在上海市普陀区中心
医院住院，医疗费共计 112459
元，医保现场直接报销 94119
元，报销比例约为83.7%。

“长三角一体化的程度越
深，群众对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
需求也就越高。”合肥市医保中
心异地就医管理科工作人员刘贤
伟说。目前，长三角地区占合肥
市跨省异地就医门诊费用直接结
算总人次、医疗总费用的比例超
过八成。

优美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
民生福祉。对于水系发达的长三
角来说，跨界河湖众多，联合治
水、共建共享的需求很大。

“联合巡河、联合管护、联
合监测、联合执法、联合治
理”——漫步横跨江苏上海的元
荡慢行桥上，碧波荡漾、鱼翔浅
底，大好风光尽收眼底。元荡村
村民陈兴华说：“经过两地联合
治理，现在湖边的环境特别好，
很多游客都喜欢来这里。”同心
结形状的元荡慢行桥，也因此成
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生动注脚
之一。

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
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
个关键词，三省一市将齐心协
力，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
迈上新台阶。

（新华社上海 11 月 23 日
电 记者 杨金志 何欣荣 马
姝瑞 杨绍功 李平 吴慧珺）

发展“一盘棋”融合“一家亲”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观察

（上接A1版）“桥头通过全域打造集约高效的生产空
间、宜居适度的生活空间、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让桥头
的绿水青山更美，钱、地、人等发展的核心要素，在城与
乡之间更高效地‘流动’起来。”桥头镇有关负责人表
示，空间重构，产业重塑，激活了乡村振兴的一池春水，
成为助力高质量、共富裕的引擎。

新华社北京11月23日电（记者 高敬）生态环境部
23日通报，今年1至10月，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86.3%，同比下降1.3个百分点。
其中，PM2.5、PM10、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一氧化碳平均
浓度同比均有所下降，但臭氧平均浓度同比上升6.4%。

从重点区域看，前 10个月，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
26”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66%，同比上升 0.1个百分
点；PM2.5平均浓度为 40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2.4%；
臭氧平均浓度为 184微克/立方米，同比上升 4%。其中，
北京市1至10月的优良天数比例为77%，PM2.5浓度同比
下降9.4%，臭氧平均浓度同比上升18.8%。

长三角地区 41个城市 1至 10月的平均优良天数比例
为 82%，同比下降 4.7个百分点；PM2.5和臭氧的平均浓
度同比均有所上升。

1至 10月，汾渭平原 11个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66.6%，同比下降 4个百分点；PM2.5平均浓度同比上升
7.9%；臭氧平均浓度同比持平。

生态环境部还公布了168个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排名前
20位和后20位城市名单。前10个月，拉萨、海口和舟山
等城市空气质量相对较好；渭南、荆州和驻马店等城市空
气质量相对较差。

1至10月全国空气质量
优良天数比例为86.3%

新华社安卡拉11月23日电（记者 熊思浩）土耳其
灾难和应急管理署 23日发布消息说，该国西北部迪兹杰
省当天凌晨发生5.9级地震。目前已造成22人受伤。

根据土灾难和应急管理署消息，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
23日4时8分（北京时间9时8分），震中位于迪兹杰省格
利亚卡区，震源深度6.81千米。

据土耳其媒体报道，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及周边地区
均有震感。土耳其卫生部长科贾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此
次地震目前已造成22人受伤，其中1人伤势严重。

另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消息，此次地震震级
6.1级，震中位于伊斯坦布尔以东 170公里处，震源深度
约10千米。

土耳其位于地震多发带。2011年，土耳其东部凡省
发生7.2级地震，造成644人死亡。2020年10月30日，土
耳其西部爱琴海海域发生6.6级地震，造成116人死亡。

土耳其发生5.9级地震

这是 11月 23日在福建
三峡海上风电国际产业园下
线的 16 兆瓦海上风电机组
（无人机照片）。当日，由三
峡集团与金风科技联合研制
的 16 兆瓦海上风电机组在
福建三峡海上风电国际产业
园下线。该机组是目前全球
单机容量最大、叶轮直径最
大、单位兆瓦重量最轻的风
电机组，标志着我国海上风
电大容量机组在高端装备制
造能力上实现重要突破。

■新华社发

全球单机容量最大16兆瓦海上风电机组下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