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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
缺牙人年终聚会，倒计时3天

春节将至，各种活动和聚餐也随
之多了起来。由社会爱心单位组织的
一场专门针对缺牙市民的聚会近日在
蓉启动：一起分享你的年夜饭，了解缺
牙修复方法。“新年口福计划”还为市
民免费做种植牙，送新年福袋、免费
CT检查牙齿、种植牙就医补贴。市民
可拨热线028-96111报名。

年终聚会，拿过年福袋
1月13日聚会日。单颗/多颗缺

牙、半口/全口缺牙、假牙不适的市民，
可拨028-96111报名。聚会当日市
民可享以下福利：

1、免费做种植牙，当天10个名额；
2、种植牙省一半的钱做。包干

半价，含进口种植体、基台、牙冠在内
的整颗牙齿；

3、种植牙就医补贴3000元起，
需提前报名申请；

4、手术直播：现场看口腔医生做
种植牙的全过程；

5、现场送种牙金、新年福袋，种
牙送电饭煲、足浴器、按摩仪、豆芽机
等好礼！

种4颗恢复全口牙，开心吃顿年
夜饭

多颗、半口、全口缺牙市民，可选
择种植2/4颗恢复半口/全口的覆盖
义齿修复方法，经济实用。牙骨条件
好的，可采用“即刻用”种植牙：当天种
牙根、当天戴牙冠、当天进食，帮助市
民春节前恢复一口好牙。

隐形矫正 0 元试戴，全城招募
100名

有龅牙、牙不齐、牙稀疏、牙拥挤
等牙畸形者，可打电话96111申请隐
形矫正0元免费试戴，再免费送千元
相关项目，含CT片检查、保持器、电
动牙刷等。

零下3℃的日子
用电保暖更要保安全

最近，成都迎来了零下3℃的寒
冷天气，各种电暖设备和空调大量使
用。不合理用电、缺乏用电常识，加上
天气干燥极易引发冬季火灾，冬季用
电安全尤须引起重视。省安全监管局
（四川煤监局）提醒您，一些生活中不
经意的小习惯，可能存在安全隐患。
要做到安全用电，还得讲究科学防范。

不要在一个电源插座上安插过量
的插头，空调、电炉子等大功率设备最
好享受“专插专用”的待遇，以免插座
过载而发生危险。插座要安全可靠，
损坏的不能使用。电源线接头处要用
电工绝缘胶布包好。

使用设备前，应注意电器上标注
的最大电流、电阻数值，将家中所用电
器的这些数值相加后与自家电度表的
电流标注值做比较，前者应小于后者
才可放心使用，以免发生不测。

定期对家庭用电电路进行安全检
查，及时更换老化线路。在使用各类
电器时，若发现冒烟或闻到异味，要迅
速切断电源进行检查。

使用电器时，应注意电源线不要
被重物压住，否则可能造成电线折断
或绝缘破损，使电线短路或漏电。插
拔电源插头时要着力于插头，不要拽
拉电线。不能充电的电池、干电池不
能拿来充电，否则有爆炸的危险。

电器着火时，不能用水来灭火，以
免因水流导电发生触电事故。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席秦
岭 罗田怡

治理“微腐败”
彭州纪委去年处理120人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曹笑 董兴
生）1月10日，记者从彭州市纪委获
悉，2017年，彭州市纪委严查群众身
边的“四风”和腐败问题，全年共查处

“微腐败”案件114件120人。此外，该
市纪委全年共受理各类信访举报276
件，与去年同比下降48.9%。

彭州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顾文
辉介绍，2017年，彭州纪委上下聚焦
主责主业，回应群众诉求，不断推动全
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具体说来，2017年，彭州纪委在
村（居）委会、集中居住小区等处安装
了900多个专项治理“微腐败”举报
箱，并由专人管理、定期收集。“市纪委
机关干部组成8支队伍走村入户，召
开‘坝坝会’‘乡村夜话会’，收集了
1870多条群众意见建议。”此外，还探
索组建“乡贤廉情员”“民情直报员”队
伍，向各级党委政府反馈意见建议
320余条。

获取“四风”和微腐败问题情况
后，下一步就是严肃查处。“承办人及
时与举报人沟通，特别是实名举报的，
向其了解举报具体情况，获取更多线
索和信息，做好沟通安抚工作。”

通过建立履职、作风、执行“三位
一体”和建立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直
接责任人“三环相扣”的问责体系，结
合部门分工，划定履职问责、作风问
责、工作问责“三模块”责任田。

案件查出后，彭州纪委还搭建了
一系列曝光平台。创建“周五见”案件
通报曝光机制，在“廉韵彭州”官方微
信点名道姓通报曝光“微腐败”案件44
件52人，分层级在社区广场、农家院坝
等处召开警示教育会219次；运用大数
据原理，分析“微腐败”发生的原因、表
现的形式以及防控的举措，以案例警
示为“点”、科室防控为“线”、落实主体
责任为“面”，既抓制度完善，又抓制度
执行，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从苏坡立交桥的一头，走到另一
头，有不少杂草和乱石，刘小方和李
万贵走过很多次，很熟悉。他们知道
哪些是熟面孔，哪个地方常有流浪汉
出没，也知道草丛边要多拿手电筒照
一照，可能有人在这里睡觉。

刘小方已经在成都青羊区救助
管理分站工作了11年，李万贵在这
里工作了8年。两人是老搭档。文
殊院、青羊宫和苏坡立交桥下，是他
们的重点排查区域。

“现在我们是街面劝导，流浪乞
讨人员自愿接受救助。我们把关心
送到位，他们如不愿意接受，我们不
强求。”刘小方说着说着就遇到一个
流浪汉，正坐在路边睡觉，全身包裹
着旧衣服。

“天气冷了，你需要床棉被不？

你晚上在这里过夜吗？需要帮助就
到我们救助站去。”刘小方和李万贵
不断问流浪汉。当流浪汉再三拒绝
救助后，他们才离开。

走了十多分钟后，他们再次遇
到两个流浪汉。桥的高度很低，人
只能低着头才能走进去。流浪汉在
桥下生了一堆火，正在炒莲花白。
一阵阵菜香味飘出。面对救助人员
的暖心一问，流浪汉回应道：“谢谢
你们，请给我一件军大衣吧。”李万
贵一边递给流浪汉一件军大衣，一
边拍了一张照片。

“每送出去一件，我们都会记录
和拍照。”李万贵说，去年他们储存
了 40 件棉被和大衣，剩下约 10
件。最近天气冷，救助站早早又准
备了一批救助物质。

启联控机制
加强学校幼儿园流感监控

近日，成都市疾控中心要求各区市
县加强流感防控工作，特别针对高危人
群，如老人、儿童、学校、养老院等加强
流感的监控。

“由于儿童是流感高危人群，且学
校/幼儿园人群密度较高，因此学校/幼
儿园聚集性流感防控是目前我们工作
的重中之重。”岳勇说，卫计部门与教委
已启动联防联控机制，强调各个学校一
旦发现流感聚集性苗头，要按规范立即
上报，及时落实防控措施，有效控制流
感规模。

特别强调的是，针对确诊病例，学
校要严格执行居家隔离观察，隔离期满
后经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具复课证明
再到学校上学。

流感来势凶
儿科医生也陆续“中招”

冬天是流感高发季节。近日，记者

走访四川多家医院发现，今年的流感比
起往年似乎更“猖獗”，甚至连医生也

“中招”了。
成都市第七人民医院儿科住院医

师任彦丽告诉记者，她是从2017年10
月开始，感觉儿科病人明显增加的，12
月开始达到高峰，每个月的门诊量比平
时增加了一倍。在这次就诊高峰中，流
感患儿约占40%。

由于儿科病人多、医生少，今年1
月任彦丽24小时值班后因处理病情不
能按时下夜班，病情处理平稳后天已黑
了。她也出现了咳嗽、流鼻涕、头疼的
症状，但是由于医生少，任彦丽仍然坚
持带病工作，“我身体相对比较好，吃点
药就好了。”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工作量大，免
疫力低，另外，因为经常接触这类呼吸
道感染的病人，即使戴口罩也难以防
范。”她说，现在我们医生都有个小药
箱，感冒了就吃点感冒药，而且特别注
重保暖，只有身体好了，才能为大家的
健康保驾护航。

日常勤洗手
高危人群每年接种疫苗

“日常个人防护，养成良好的健康
生活习惯很重要。”岳勇表示，洗手，是
最好的、最经济有效的防控手段，但因
时值冬季，需要特别建议各学校/幼儿
园，将洗手水温适当提高，提高学生洗
手率。

另外，针对高危人群，比如老人、幼
儿，应尽量避免去人群聚集地，防止感
染。若已经出现症状，做好自我隔离与
自我管理，尽量出门戴口罩，防止传染
他人。如果家庭成员出现此类情况，应
远离老人和小孩，避免传染。

患病后需要去医院就诊的市民，也
要做好自身防护，到医院注意戴口罩，防
止在医院交叉感染，导致其他并发症。

最后，建议市民在每年9-10月流
感流行高峰来临之前，接种流感疫
苗。现在流感高峰期时，同样建议高
危人群接种流感疫苗，增加抗体，提高
自身免疫。

成都疾控：此次流感暂未发现病毒变异

“洗手，是最经济有效的防控手段”

流浪汉桥下生火取暖
有人轻声问：“需要棉衣棉被吗？”

成都青羊救助站人员在苏坡立交桥下发现流浪乞讨者，给他们送去大衣。

救助人员再三询问，坐在路边睡觉的流浪汉拒绝救助。

“你冷不冷？我们这里有棉被和大衣。你放心，这是免费的。”
1月9日晚上8点，成都市苏坡立交桥下，桥面低矮，人低着头才能进去。一阵风吹

过，寒意浸人。两名流浪汉正在烧火炒菜，菜香顺着寒风飘来。53岁的刘小方和62岁的
李万贵走上前，将一件军大衣送到两名流浪汉手里。

这几日，成都最低气温达到零下3摄氏度，冬夜寒冷。青羊区救助管理分站集中开
展了针对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的“寒冬送温暖”专项活动，其中，街道、车站、城区繁华地
段、地下通道、广场、路口等流浪乞讨人员集中活动和露宿区域为排查救助重点区域。
据悉，在“寒冬送温暖”活动中，该区救助站站内救助37人、站外劝导救助20人。

1982年5月，国务院发布《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2003年6月20日，国务院第381号令，《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
员救助管理办法》自同年8月1日起施行，旧的收容遣送办法同时
废止。从“收容遣送”到“救助管理”，救助的自愿原则是此次变革的
关键。

据网络公开资料显示，“自愿受助、无偿救助”是新的救助制度
区别于收容遣送制度的重要标志。“自愿受助”指求助人向救助管理
站自愿求助，经询问符合救助对象的范围，救助管理站应给予救助；
同时，受助人可以放弃救助，告知救助管理站后自愿离站，救助管理
站不得限制。“无偿救助”，指救助管理站不得向受助人及其家属和
单位收取费用，也不得组织受助人从事生产劳动以自挣生活费及返
家所需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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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收容遣返”到“救助管理”

“自愿受助、无偿救助”是关键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现在有专门到你们这里混吃混喝的
流浪乞讨人员吗？

李万贵：现在混吃混喝的很少
了。我们有餐标，十块钱以内，吃碗
面是没问题的。而且我们会劝导他
们，每天到我们这里来吃面，还不如
去找份工作来得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救助时，你们遇到过危险吗？

李万贵：我们曾挨过骂，也挨过
打，曾被几个月不洗澡的流浪人员熏
得捂鼻子。去年，我们在文殊院遇到
一位大爷乞讨。我们想拍照，被大爷
追夺相机。我就把手举过头顶，不
断往后退，护住相机。现在全国救
助系统联网了，拍照是把流浪乞讨
人员录入系统的需要。还有一次遇
到流浪人员，我们刚过去没说两句，
眼看着他就要打人了，我赶紧跑。

在青羊区东顺路102号，临街
的这个救助站面积不大。但这里，
24小时灯火通明。

“我们一周7天，每天24小时，
就算是过年，也有人在这里值班。”
李万贵坐在接待处，穿着厚厚的冬
衣。大门敞开着，风灌进来，接待处
颇冷。他的旁边放着一个小太阳取
暖器，开着最小档取暖。

救助站的二楼，有3间房，分
为女居住室、男居住室和未成年
人居住室，房间里有几张单人床，
堆放着一些棉被、大衣等救助物
资。在楼下的卫生间里，还可以洗
热水澡。

青羊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寒冬来临，青羊区救助管理分

站集中开展了针对流浪乞讨人员救
助的“寒冬送温暖”专项活动，以街
道、车站、城区繁华地段、地下通道、
广场、路口等流浪乞讨人员集中活
动和露宿区域为重点，对城市流浪
乞讨人员进行多时段拉网式街面现
场巡视救助，特别是做好夜间和降
温期间的巡视救助。

“我们坚持自愿求助、无偿救
助、教育预防的原则。”该负责人表
示，该救助站对属于救助对象的求
助人员，及时予以救助；对老人、未
成年人、残疾人安排护送，对危重
病人先救治后救助。对不属于救
助对象的，做好政策解释和说服工
作，并及时做好与有关部门的沟通
衔接。

近日，流感病例呈上升趋势，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从成都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治科副科长岳
勇处了解到，成都的流感情况与全国一致，从监测数据分析，2017年门诊率较2016年有很明显的上升。虽全国流
感高发，但还未发现此类流感病毒在基因变化、疾病严重性及耐药性上发生变异。目前来看，本次流感仍属于不
同流感病毒型别之间的一次正常波动，依据既往流感流行趋势推测，本次流感大概会持续到春节后，但不排除春
节人群聚集导致流感反弹的可能。岳勇建议大家勤洗手，这是最好的、最经济有效的防控手段。

/相关新闻/

得了流感
该吃哪种药？

为有效应对流感，国家卫计委发
布《流行性感冒诊疗方案（2018 年
版）》，对流感抗病毒药物的使用范围
做了进一步明确：抗流感病毒药物，只
推荐神经氨酸酶抑制剂（NAI），对甲
型、乙型流感均有效，包括奥司他韦
（达菲）、扎那米韦、帕拉米韦。

在中药治疗流感方面，方案将疏
风解表、清热解毒类的金花清感颗粒、
连花清瘟胶囊、清开灵颗粒（口服液）、
疏风解毒胶囊，以及银翘解毒类、桑菊
感冒类均列入常用中成药。

其中儿童可选药为儿童抗感颗粒，小
儿豉翘清热颗粒等。而曾在2003年非
典、2009年甲流流行期间，被誉为“万能
药”的板蓝根并未列入方案。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简婷
婷 宁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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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人员踏遍流浪汉出没地

暖心一问
“天气冷了，你需要棉被不？”

对话李万贵：

“我们救助流浪汉被骂过也被打过”

“寒冬送温暖”青羊区救助流浪乞讨人员57人

临街救助站24小时灯火通明

全天在岗
车站、地下通道是夜间排查重点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秋凤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