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菏泽处于季节性流
感的高发期，当前菏泽的流感
流行情况如何？日常生活中如
何预防流感？就此，记者采访了
菏泽市疾控中心的专家。

据菏泽流感网络实验室监
测结果显示：2017年49-52周，
菏泽哨点医院监测门急诊病例
就诊总数37570例，其中流感样
病例1389例，占比为3 . 70%，较
2017年平均水平(3 . 07%)高出
0 . 63%，最高峰出现在2017年

最后一周即第52周。总体来看，
今年冬季流感活动强度高于近
几年，当前，菏泽处于季节性流
感的流行高峰，流感活动的总
体水平仍维持在较高水平，且
仍可能会继续流行一段时间。
预计随着学校和托幼机构放寒
假，季节性高峰将出现回落。

据菏泽市疾控中心专家介
绍，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
最有效的手段，可以显著降低
接种者罹患流感和发生严重并
发症的风险。流感病毒易于变
异，不同年度流感疫苗针对的
流感病毒株可能会有所差异。
为降低特殊人群发病、重症和
死亡的风险，推荐老年人、儿

童、孕妇、慢性病患者和医务人
员等流感高危人群接种流感疫
苗，6月龄以下婴儿、孕妇和慢
性病患者的家庭成员和看护人
员也应考虑接种流感疫苗。年
龄<5岁的儿童(尤其是年龄<2
岁儿童)，易于发生严重并发
症，一旦出现持续高热、伴有剧
烈咳嗽、呼吸困难、神志改变、
严重呕吐与腹泻等重症倾向，
应及时就诊。

由于儿童自然感染流感病
毒或疫苗接种少，体内预存免
疫弱，对流感病毒的交叉保护
作用较弱，再加上儿童自身呼
吸道较成人可能发育没那么健
全，且自身免疫系统处于发育

状态，容易受到流感等呼吸道
病毒的侵袭并出现症状；儿童
在集体场所中聚集、接触密切，
一旦有流感病例，很容易导致
疾病的传播，出现更多病例。所
以儿童更容易感染流感。

日常生活中如何预防流
感？专家提醒到，预防流感等呼
吸道传染病首先要从个人日常
防护开始，平时注意良好的个
人卫生习惯。包括：勤洗手，最
好用七步洗手法。流感流行季
节，老年人与慢性病患者尽量
避免去人群聚集场所，避免接
触呼吸道感染患者；出现流感
样症状后，要保持良好的呼吸
道卫生习惯，咳嗽或打喷嚏时，

用纸巾、毛巾等遮住口鼻，咳嗽
或打喷嚏后洗手，尽量避免触
摸眼睛、鼻或口。

家庭成员出现流感患者
时，要尽量避免相互接触，尤其
是家中有老年人与慢性病患者
时。当家长带有流感症状的患
儿去医院就诊时，应同时做好
患儿及自身的防护 (如戴口
罩)，避免交叉感染。幼儿园、
学校要落实晨午检制度，出现
集体感染事件时，学校应尽早
对患儿采取隔离措施，建议患
儿居家休息，避免其与班级内
未感染孩子接触，减少疾病传
播。

(本报记者 李德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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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菏泽1月30日讯(记者
李德领) 30日，齐鲁晚报记

者从菏泽市文广新局获悉，菏
泽市图书馆将举办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颁
布实施书画巡回展，面向全市
征集书画作品，征集时间截止
到2月5日，展出时间为2月6日
-6月30日。

据悉，2017年11月4日，第
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
并于2018年1月1日起施行。为
庆祝《公共图书馆法》颁布施
行，特在全市公共图书馆举办

庆祝《公共图书馆法》颁布实施
书画巡回展及图文展。

展出地点为菏泽市图书馆
展厅及各县区图书馆展厅，面
向全市征集书画作品并组织专
家进行筛选，最终选出50幅优
秀作品进行装裱展出。征集时
间为1月27日—2月5日，展出时
间为2月6日—6月30日。

征集作品应紧扣主题，健
康向上，格调高雅，富有内涵，
具有相应的艺术特色和水准。
作品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
近群众，注重思想性、艺术性、
观赏性的统一，弘扬主旋律，传
递正能量。此次征集作品形式

为书法、国画作品，尺寸为四尺
斗方(68cmX68cm)无需装裱，
每人可投1-2幅作品。

作品报送到菏泽市图书馆
总咨询台或牡丹区图书馆二楼
办公室。菏泽市图书馆联系电
话：5239111，牡丹区图书馆联
系电话：5623679。报送稿件须
为原创作品，拥有独立的版权，
凡涉及法律责任均由投稿者自
行承担。提交作品时须注明作
者真实姓名、身份证号、通信地
址、联系方式，来稿展览结束后
退回或自愿捐赠给馆方。举办
单位对参展作品有展览、研究、
摄影、录像、出版及宣传权。

菏菏泽泽图图书书馆馆征征集集书书画画作作品品
书画征集时间截止到2月5日，统一进行展出

保保健健店店卖卖假假性性药药？？
进价2元卖20元，经营者被逮捕

本报菏泽1月30日讯(记
者 赵念东 通讯员 朱效
瑞) 一盒进价二三元不等
的假性药，却能够卖到二十
元以上。近日，牡丹警方查处
一起销售假药案，一女子经
营夫妻保健店，而警方查获
的“印度伟哥”、“玛卡伟哥”
等性保健品70余盒经认定，
均为假药。目前，该女子已被
执行逮捕。

2018年1月11日，菏泽市
公安局牡丹分局食药环侦大
队民警联合牡丹区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对城区药品销
售点进行突击检查，在广福
街某夫妻保健品店内当场查
获“印度伟哥”、“玛卡伟哥”
等性保健品70余盒，后经认
定，查获保健品均为假药。随
后，民警将该店店主吴某当
场控制。

经讯问，犯罪嫌疑人吴
某交代了非法销售假药的犯

罪事实。据其供述，这些假药
有些是送货的给送到门市
上，有些是她去其他的门市
进的货。假药的价格每盒从
二三元不等，而销售的价格
却是进价的10至20倍。因为
来买药的人都不愿多说话，
也从来不问药的真假，所以
也不怕假药被戳穿。

目前，经牡丹区人民检
察院批准，牡丹警方对涉嫌
销售假药的嫌疑人吴某依法
执行逮捕。警方提醒广大市
民，在购买药品以及保健品
时一定要到正规药店购买，
而且一定要认真查看说明书
中的各项内容特别是产品批
号，谨防上当受骗。

据了解，人体服用假药
很容易发生危险，尤其是患
有高血压的中老年人服用后
容易血压升高，还诱发脑血
管、心脑血管疾病，严重的还
会危及生命。

本报郓城1月30日讯(记者
赵念东 通讯员 宋明磊)

近日，济宁籍在郓城某煤矿务
工张某想着赌博挣点钱，没想
到落入韩某、董某、崔某、王某
等人设的圈套里面。打牌期间
韩某等人给张某喝了一杯含有

“迷药“的奶茶，张某迷迷糊糊
输给三人12万元钱。目前，郓城
警方经过缜密侦查，将韩某、董
某、崔某、王某四人抓获归案。

1月19日，郓城县公安局郭
屯派出所接济宁在郓城务工的
张某报案称：1月14日晚其在郓
城某煤矿附近被韩某、董某、崔
某等人以赌博输钱的形式骗取

人民币12万元。郭屯派出所接
案后迅速成立专案组展开调
查。1月22日，办案民警经过缜
密侦查，一举将韩某、董某、崔
某、王某抓获归案。经审讯，韩
某、董某、崔某、王某对设局骗
张某一案供认不讳，并如实交
待了犯罪事实。

经查，1月14日，在郓城某
煤矿务工的济宁男子张某下班
后到附近门市玩，看到韩某、董
某、崔某正在玩牌就去看。看了
一会有一个玩牌的有事外出，
韩某、董某、崔某就邀请张某配
角，张某也没推辞。玩到凌晨一
点多钟，张某喝了一杯韩某等

人准备的奶茶，一会就迷迷糊
糊，等其醒来才得知其输给三
人共计12万元，并分别打了欠
条，三人让其找借贷公司借钱
还欠款。

韩某让王某充当借贷公司
人员，用假钱借于张某，让张某
给王某打了12万元欠条。随后让
张某催其还款，张某从银行卡转
给王某2万余元后，韩某等人让
其用身份证到菏泽贷款还钱。张
某因无钱偿还，并且因此事妻子
要与其离婚，于是报了警。

目前，韩某、董某、崔某、王
某已被郓城警方刑事拘留，案
件正在进一步侦察之中。

四人设套

小小伙伙喝喝一一杯杯““奶奶茶茶””被被骗骗1122万万

1月30日下午，菏泽

市公积金杯“门口的文

明”楹联作品大赛颁奖暨

赠书仪式举行。近日，菏

泽市精神文明办公室、菏

泽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联合举办了菏泽市公

积金杯“门口的文明”楹

联作品大赛，活动得到了

市民的广泛参与。活动共

收获作品1954幅，经专家

初审、初评和终评，共有
46幅作品获奖，其中，一

等奖2幅，二等奖6幅，三

等奖11幅，优秀奖27幅。

本报记者 赵念东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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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泽开发区靓梅日用品经营部的营业执照(注册
号：371729600121935)正副本不慎丢失，声明挂失作废。

★惜缘快餐店，法人:张志良，税务登记证(税号：
372901197711020212)正副本不慎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菏泽开发区小米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注
册号：371729200021638)正本不慎丢失，声明挂失作废。

★巨野效义运输有限公司鲁R1X78挂营运证(营运
证号：371724705706)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巨野效义运输有限公司鲁RL3779营运证(营运证
号：371724705709)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巨野县鲁涛运输有限公司鲁RS663营运证(营运
证号：371724702572)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菏泽市中华影剧院机构信用代码证 (证号：
G10371702000093501)不慎丢失，声明遗失。

★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菏泽中心支公司不慎将
已 使 用 ( 0 8 版 ) 交 强 险 保 单 公 司 留 存 联 流 水 号 ：
170001700194，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单公司留存联流水
号：170001556675遗失，声明作废。

遗遗失失声声明明

公公 告告
菏泽鹏远混凝土有限公司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名章

(张洪才)破损，自公告之日起声明作废，不再使用，并重
新申请合法有效印章。

菏泽鹏远混凝土有限公司
2018年1月31日


	P04-PDF ۅ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