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前北京进入流感高发季，5
日，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更新了全
市151家可以提供儿科诊疗服务
的二三级医疗机构名单， 包括医
疗机构的具体地址、联系电话、出
诊时间等详细信息。 市民可登陆
http://wjw.beijing.gov.cn查询。

同时， 建议在孩子病情允许
的情况下， 尽量白天就诊。 如果
家长想带着孩子晚上看急诊， 可
以在去之前拨打电话进行咨询。
去医疗机构就诊时， 建议广大家
长和患儿一定要注意佩戴口罩，
做好防护。

□本报记者 唐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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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疾控中心辟谣：
医学上不存在EB流感

丰台工商分局近期召
开了创建 “品牌丰台、 质量
丰台” 启动仪式， 为更好地
推进创建工作， 发挥政府职
能部门的服务作用， 分局商
品科牵头组织商标科、 园区
工商所联合质监局产品科对
辖区内重点企业进行走访和
调研。

在走访和调研过程中 ，
首先由企业领导对企业的生
产销售情况、 品牌注册和使
用情况、 产品质量的监管及
售后等情况进行了介绍。

其次， 执法人员与企业
管理人员就商品销售过程中
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
流与沟通， 特别依据相关法
律法规从加强生产经营者是
商品质量第一责任人的意
识、 商标的注册、 保护与推
广、 消费纠纷的解决、 企业
的广告宣传等方面进行了专
业指导 ， 助推企业提升内
功， 全面健康的发展， 成为
行业龙头。

最后， 执法人员就在日
常监管中发现的问题对企业
进行有针对性的行政指导，
特别就在服装抽检过程中发

现不合格商品等问题开展重点
指导， 要求企业妥善做好不合
格商品的下架工作。 同时，与
企业一起查找分析出现不合
格商品的原因， 提示企业严
把原材料进货关， 加强商品
自检， 提升商品质量， 杜绝
不合格商品上市销售。

此次走访和调研是分局
推进创建 “品牌丰台、 质量
丰台” 的重要举措之一， 通
过走访调研系统全面地了解
企业的基本情况， 针对企业
在经营活动中存在的问题重
点指导， 深入企业送法律送
服务， 效果显著， 得到企业
的好评。

（李洪云）

丰台工商走访企业
推进“品牌丰台
质量丰台”创建工作

本市未收到EB病毒感
染病例增多报告

北京市疾控中心介绍， 流感
和EB是两码事 。 流感是由流感
病毒导致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 ，
主要由甲型H1N1流感病毒、 甲
型H3N2亚型流感病毒 、 乙 型
Yamagata系流感病毒和乙型Vic鄄
toria系流感病毒导致。

EB病毒是Epstein-Barr病毒
的简写 ， 属于疱疹病毒家族一
员， 主要通过唾液传播， 多为散
发病例 ； EB病毒是传染性单核
细胞增多症的病原体。 在全世界
约有80%-90%成年人感染过EB
病毒， 初次感染一般发生在10岁
以前 ， 儿童期感染通常没有症
状， 但若初次感染发生在青年时
期， 约50%-75%可发生典型的传
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

目前， 北京市没有收到关于
EB病毒感染病例增多的报告。

北京目前已进入流感活
动度高峰期

那么， 北京市目前的流感情
况如何呢？ 市疾控中心介绍， 流
感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和周期性。
根据北京市历年监测数据显示，
冬季为全市流感高发季节， 一般
于每年元旦前后达到高峰。

从全市近期监测数据显示，
目前北京市流感病毒活动度进一
步增强。 在2018年12月24日-12
月30日期间， 全市二级以上医院
门急诊就诊人数中流感样病例百
分比2.78%， 与前一周相比有所
增加但低于去年同期水平； 流感
病原学监测结果表明， 目前为甲
型H1N1流感病毒和甲型H3N2
亚型流感病毒共同流行， 以甲型
H1N1流感病毒活动为主， 流感
病毒检测阳性率为43.11%， 低于
去年同期的53.59%。

2018年12月中旬以前流感活
动度一直处于较低水平， 但进入
12月中旬以后流感活动度快速上
升， 目前已进入高峰期， 但总体
强度低于去年水平， 与全国的流
行态势一致， 符合季节性流感的
特点。 在未来一段时期内， 流感
活动度将会继续维持在高水平，
由流感病毒导致的流感病例将会
增多， 预计将持续至1月中下旬。

为更 好 地 保 护 身 体 健 康 ，
北 京 市 疾 控中心特别提醒您 ，
防控流感应特别注意以下几个关
键措施：

及时认真地洗手
在流感高发期要特别注意在

以下情况下应用流动水、 香皂/
洗手液及时认真地洗手： 外出或
购物回家后 ； 擤鼻涕 、 揉眼睛
后； 看护病人或者去医院后。

及时佩戴口罩
为了保护自己或者保护别

人， 应及时佩戴口罩， 尤其在以
下情况时应特别注意佩戴口罩：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近距离接触流
感样症状的患者的时候； 去医院
看病的时候； 在一个办公室或一
个学校班级内， 周围有同事或同
学感染流感时； 流感患者与人近
距离接触时。

流感流行季， 如何做好
患儿家庭护理？

此外， 记者从北京市疾控中

心获悉， 为更好地保护孩子们
的 身 体 健 康 ， 避 免 因 为 流 感
等 感 染 性 疾 病 影 响 他 们的健
康， 北京市疾控中心特别提醒家
长朋友们， 在家庭中对已感染流
感的孩子加强护理时， 还要注意
以下方面：

多喝水 。 充分休息 ， 多饮
水， 饮食应当清淡易于消化和富
有营养。

及时吃药 。 遵照医嘱按时
服药 。

关注病情。 密切观察病情变
化， 孩子病情出现持续高热、 呼
吸困难、 严重呕吐等变化时， 应
及时就医。

戴口罩防感染。 当家长带孩
子去医院就诊时， 应同时做好流
感患儿及自身的防护 （如戴口
罩）， 避免交叉感染。

在家休息 。 流感患儿应根
据医生建议在家休息 ， 暂时不
要上学； 等体温恢复正常、 其他
流感样症状消失48小时后， 方可
复课。

注意卫生， 及时洗手 。 所
有家庭成员与流感患儿密切接
触时要注意个人卫生， 并做好个
人防护， 近距离接触和照顾孩子
时 ， 应戴口罩 ； 直接接触患儿
后， 或处理患儿使用过的物品、
接触呼吸道分泌物后， 应当使用
清洁剂洗手或者使用消毒剂消毒
双手。

儿童之间避免接触。 家有两
个孩子， 其中一个感染流感时，
应尽可能相对固定的一名家庭成
员照顾患儿并注意加强个人防
护， 近距离接触患者时， 应戴口
罩； 其他家庭成员应尽量减少与
流感患儿的接触机会， 尤其是未
感染流感的孩子， 尽量减少与患
儿的接触。

天气变冷， 人们都开始
穿上羽绒服了 ， 脱下的西
装、 皮衣、 大衣等， 多数人
为了方便保养衣服， 会选择
送去洗衣店洗涤。

像西装、 皮衣、 毛呢大
衣这类衣服一般是采用干洗
的 ， 为了去掉衣物上的污
渍， 干洗时最常用的一种化
学物质就是四氯乙烯。

四氯乙烯是一种有机溶
剂， 由于其去油污能力强，
被广泛用于干洗行业。 它在
常温常压下呈液态， 具有较
大的挥发性。 可通过吸入、
食入、 皮肤吸收的方式对人
体造成危害。

四氯乙烯有刺激和麻醉
作用。 吸入后急性中毒者有
上呼吸道刺激症状、 流泪、
流涎 。 随之出现头晕 、 头

痛、 恶心、 呕吐、 腹痛、 视
力模糊、 四肢麻木， 甚至出
现兴奋不安、 抽搐乃至昏迷
等。 慢性中毒者有乏力、 眩
晕、 恶心等。 可有肝损害 。
皮肤反复接触， 可致皮炎和
湿疹。

提醒：
干洗行业的作业人员 ：

操作岗位要加强通风排毒 ；
佩戴有效的防毒面罩和氟橡
胶手套、护目镜、防护鞋等；
定期进行职业健康检查。

广 大 消 费 者 要 注 意 ：
尽 量 选 择 正规的干洗店洗
衣； 取回的衣物不要直接放
在衣橱， 而要在通风处悬挂
一段时间， 以使衣物上残留
的干洗剂挥发， 减少对健康
的危害。

（冀巍）

干洗后的衣服
不要直接穿

■生活资讯

本市流感病毒活动强度正处于高水平

5日， 记者从北京市疾控
中心获悉， 近期网上出现的
“这次的EB流感很严重” 的
言论是谣言， 医学上不存在
EB流感。 目前， 北京市流感
病毒活动度已进入高峰期 ，
市疾控中心提示， 注意防控。

同时， 北京市卫生健康
委更新了全市151家可以提供
儿科诊疗服务的二三级医疗
机构名单， 包括医疗机构的
具体地址、 出诊时间等详细
信息。

■相关新闻■

北京市卫健委
发布151家医院儿科出诊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