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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商河 E03

本报4月11日讯（通讯员
刘世龙 记者 李云云）

为进一步提升突发食品安全
事件应急处置水平，科学、有
效应对各类食品安全事故，近
日，商河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联合商河县教体局、公安
局、卫计局开展2018年食品安
全事故应急演练，副县长崔泽
花参加活动。县农业局、县公
安局、县林业局、县畜牧局等
食安委相关成员单位及各镇

（街）分管负责人30余人观摩
了演练。

对于此次应急演练背景，
商河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和各个部门进行了精密的策
划。演练背景为辖区内某学校
30多名学生在食堂午餐后，陆
续出现肚子疼、呕吐、腹泻等

症状，疑似发生食源性疾病事
件。患病学生陆续被送至医院
进行治疗，学校逐级按程序将
情况报告县卫计局、县教体局
和商河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

根据规定，商河县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接报后，及时向
县政府分管领导汇报。分管领
导立即召集食安委相关部门
召开紧急会议，立即启动商河
县食品安全事故Ⅳ级应急响
应，并成立应急指挥部。各部
门在县政府统一领导下，按职
责分工，开展系列应急处置工
作。一系列有条不紊的工作
后，事故得到及时有效控制，
演练也随之结束。“此次演练
通过情景模拟、集中练兵的方
式，切实提高了各部门处置突

发食品安全事故的快速反应
能力、应急处理能力和解决实
际问题能力，确保在应对食品
安全突发事件中快速反应、科
学处置。”商河县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说道。

对于此次演练，商河县副
县长、应急演练总指挥崔泽花
围绕事件的发现与报告、应急
响应启动、救治病人、现场采
样、查封，标本检测与诊断、事
故调查与处置等方面对演练
进行了点评。崔泽花强调，各
相关单位要以此次演练为起
点，进一步强化食品安全突发
事件应急处置的意识，结合工
作实际遇到的问题，及时对演
练内容进行完善，不断扩充演
练内容，做到有备无患，常备
不懈。

争创省级食品安全先进县，食药监人在行动

商商河河开开展展食食品品安安全全事事故故应应急急演演练练

1、催 吐
取食盐 2 0克，加开水

2 0 0 毫 升 ，冷 却 后 一 次 喝
下。如果不吐，再喝两次，
直至呕吐为止。或者取生
姜100克，捣碎取汁，用200
毫升温水冲服以达到催吐
效果。如果吃下去的是荤
食，可服用十滴水来促使
迅速呕吐。此外，还可用手
指等刺激咽喉引吐。

2、导 泻
如果进食时间已超过2-

3小时，但精神仍较好，则可
服用泻药，促使受污染的食
物尽快排出体外。一般用大
黄30克一次煎服，老年人可
选用番泻叶10克，用开水泡
茶饮。

3、利 尿
大量饮水，稀释血中毒

素浓度，并服用利尿药
4、解 毒
如果是吃了变质的鱼、

虾、蟹等引起的食物中毒，可
取食醋100毫升，加水200毫
升，稀释后一次服下。此外，
还可采用紫苏30克、生甘草

10克一次煎服。
5、留 样
在发生食物中毒后，要

保留导致中毒的食物，以便
提供给医院进行检测。

那么应该如何预防食物
中毒呢？大家可以这样做：

1 .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
习惯，饭前、便后要洗手。

2 .不吃生冷、不干净、腐
败或变质的食物。

3 .肉禽和水产品要彻底
烧熟煮熟才能进食。

4 .生、熟食物及使用的
刀具、菜板要分开放置和使
用，并保持其清洁干净。

5 .隔夜的食物在食用前
必须加热煮透后方可食用。

6 .冰箱里存放的食物应
尽快吃完，冷冻食品进食前
要加热，如果超过3个月最好
不要食用。

7 .购买包装好的食物
时，要注意包装上的生产日
期、有效日期及要求保存的
环境。

（商河县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供稿）

食食物物中中毒毒，，你你可可以以这这么么做做！！

33220000名名学学生生完完成成高高考考体体检检

本报4月11日讯（记者
李云云 通讯员 刘美森）

量体重、测血压、视力矫
正、胸透……对于这些体检
事项，刚刚参加完高考体检
的高三学生还记忆犹新。高
考体检都结束了，高考还会
远吗？近日，历时11天的商河
县高考体检工作已经完成，
3200余名学生参加高考体
检。

商河县中医医院作为商
河县普通高校招生考试体检
的唯一指定医院，对高考生
进行了包括眼科、内科、外
科、耳鼻喉科、胸部透视、肝
功能检查等多项检查。据了
解，该院进行高考体检已近4
年，今年将承担实验一中、实
验二中、弘德中学、职业中专
四所中学3200余人的高考考
生身体检查任务。不用于往
年体检，今年整个体检过程
全部采用高考体检信息化系

统，每名医生配备一台智能
体检终端机，考生刷身份证
就可直接提供姓名、身份证
号码等信息，体检信息即时
上传到全省体检服务器。

据中医院的工作人员介
绍，体检信息数字化，将繁杂
的检查工作交给计算机处
理，把原来人工进行的诸如
视力受限情况、数据超界情
况让机器来检查核对，保证
了体检数据的准确性，不用
打印体检卡，不用运送体检
卡，也不用再扫描体检卡，节
省了大量的时间。体检结束后
形成的数据直接上传到省考
试院信息平台，高考录取时提
供给高校录取时参考，体检数
据也会出现在电子档案上，装
到考生档案中。中医院的工作
人员说：“今年是我院首次采
用体检信息化系统，从运行
来看，省时省力，受到了考生
和学校的一致好评。”

首首次次申申领领居居民民身身份份证证免免费费了了
本报4月11日讯（通讯员

刘健） 国务院近日召开会
议，决定自2018年4月1日起国
家停征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
工本费。商河县公安局提醒广
大市民，全县广大中小学生及
还没办理过身份证的居民可
以到辖区派出所免费办理第
一张身份证，免费办理,免费

领取！
为确保全县广大群众顺

利办理身份证，方便咨询各类
户籍业务，提供各户籍派出所
咨询电话：

许商派出所：85088711
贾庄派出所：85088750
张坊派出所：85088747
怀仁派出所：85088775

沙河派出所：85088738
韩庙派出所：85088735
孙集派出所：85088761
白桥派出所：85088719
郑路派出所：85088722
殷巷派出所：85088730
龙桑寺派出所：85088770
玉皇庙派出所：85088765
户 政 科：85088631

葛创建省级食品安全先进县

当前，季节转换，昼夜温差较大，食物若保存不当容易滋
生细菌，大家在饮食上稍不注意，食用不卫生、过期变质或者
细菌感染的食物等都容易引发食物中毒，引起恶心、呕吐、腹
痛、腹泻等胃肠道症状。

生活中如不小心发生食物中毒事件，请不要惊慌，应立即
停止食用可疑食物，并拨打120呼救。在急救车到来之前，您可
以采取必要的自救措施。

学生们在排队进行体检。 本报记者 李云云 摄

应急演练现场。 本报记者 李云云 摄

本报4月11日讯 近日，
记者从商河县卫计局了解到，
该局采取多种措施，打造健康
商河，创新服务方式，提高市
民对于卫计工作的满意感。

该局加强专题调研，围绕
当前卫生计生工作面临的热
点、难点和焦点问题，确定调
研课题10个，并深入基层医疗
机构开展实地调研，明确工作
路径。

此外，卫计局还以提升卫
生计生服务质量和服务能力
为目的，创新开展卫计系统

“服务管理年”活动，通过开设
微信公众号，变革传统挂号、
付费模式，简化就医服务流
程，提升出院随访内涵，强化
医护人员培训等方式，不断提
升服务水平。活动开展以来，
累计整改服务项目40余项。

据了解，卫计局还围绕县

委“2383”工作体系，倒逼任
务，抢抓进度，全力以赴推进
项目建设。重点推进县人民医
院综合门诊楼、县中医医院医
技综合楼及许商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公共卫生综合楼
等3处项目建设，改善群众就
医环境。同时，积极向上申请，
将新建综合医院、妇幼保健院
项目导入我县PPP重大项目
库，并积极推进实施。（本记）

本报4月11日讯（记者
李云云 通讯员 张宁宁）
商河县自来水公司始终坚持
把保障水质安全作为饮水安
全的首要任务，通过严把原
水、水质净化、水质检测“三
关”，确保水质各项指标全面

达标。
“为了更好地净化水质，

公司刚刚花费70万元完成了
开源水厂 6 2吨活性炭的更
换。”自来水公司的工作人员
说道。据工作人员介绍，黄河
水由水库进入水厂之后生活

用水采用臭氧＋活性炭吸附
等目前我省最先进的黄河水
深度处理工艺。其中活性炭主
要作用是将原水中的有机污
染物大分子团分解，水厂出厂
水106项指标全部合格，达到
了国家饮用水卫生标准。

县县卫卫计计局局推推动动工工作作提提质质增增效效

开开源源水水厂厂更更换换6622吨吨活活性性炭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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