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知识普及行动

关注健康信息，能够获取、理解、甄别、应
用健康信息。

日常生活中，要有意识地关注健康信
息。遇到健康问题时，能够积极主动地利
用现有资源获取相关信息。对于各种途
径传播的健康信息能够判断其科学性和
准确性，不轻信、不盲从，优先选择政府、
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卫生计生专业机构、
官方媒体等正规途径获取健康信息。

对甄别后的信息能够正确理解，并
自觉应用于日常生活，维护和促进自身
及家人健康水平。

能看懂食品、药品、保健品的标签和说明书。
直接向消费者提供的预包装食品标

签标示应包括食品名称、配料表、净含量

和规格、生产者和（或）经销者的名称、地
址和联系方式、生产日期和保质期、贮存
条件、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产品标准代
号及其他需要标示的内容。预包装食品
标签向消费者提供食品营养信息和特性
说明，包括营养成分表、营养声称和营养
成分功能声称。营养成分表以一个“方
框表”的形式标有食品营养成分名称、含
量和占营养素参考值（NRV）百分比，强
制标示的核心营养素包括蛋白质、脂肪、
碳水化合物和钠。

药品的标签是指药品包装上印有或
者贴有的内容，分为内标签和外标签。
药品内标签指直接接触药品的包装的标
签，外标签指内标签以外的其他包装的
标签。药品的内标签应当包含药品通用
名称、适应症或者功能主治、规格、用法
用量、生产日期、产品批号、有效期、生产
企业等内容。药品外标签应当注明药品
通用名称、成分、性状、适应症或者功能

主治、规格、用法用量、不良反应、禁忌、
注意事项、贮藏、生产日期、产品批号、有
效期、批准文号、生产企业等内容。

药品说明书应当包含药品安全性、
有效性的重要科学数据、结论和信息，用
以指导安全、合理使用药品。药品说明
书的具体格式、内容和书写要求由国家
药品监督管理局制定并发布。

标签或者说明书上必须注明药品的
通用名称、成分、规格、生产企业、批准文
号、产品批号、生产日期、有效期、适应症
或者功能主治、用法、用量、禁忌、不良反
应和注意事项。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
疗用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外用药品和
非处方药的标签，必须印有规定的标志。

非处方药是可以自行判断、购买和
使用的药品。非处方药分为甲类非处方
药和乙类非处方药，分别标有红色或绿
色“OTC”标记。甲类非处方药须在药店
执业药师或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乙

类非处方药既可以在社会药店和医疗机
构药房购买，也可以在经过批准的普通
零售商业企业购买。乙类非处方药安全
性更高，无需医师或药师的指导就可以
购买和使用。

保健食品标签和说明书不得有明示
或者暗示治疗作用以及夸大功能作用的
文字，不得宣传疗效作用。必须标明主要
原（辅）料，功效成分或标志性成分及其含
量，保健作用和适宜人群、不适宜人群，食
用方法和适宜的食用量，规格，保质期，贮
藏方法和注意事项，保健食品批准文号，
卫生许可证文号，保健食品标志等。

妥善存放和正确使用农药等有毒物
品，谨防儿童接触。

农药可经口、鼻、皮肤等多种途径进
入人体，使人中毒。

家中存放的农药、杀虫剂等有毒物
品，应当分别妥善存放于橱柜或容器中，

并在外面加锁。保管敌敌畏、乐果等易
挥发失效的农药时，一定要把瓶盖拧
紧。有毒物品不能与粮油、蔬菜等堆放
在一起，不能存放在既往装食物或饮料
的容器中；特别要防止小孩接触，以免发
生误服中毒事故。已失效的农药和杀虫
剂不可乱丢乱放，防止误服或污染食物、
水源。

家用杀虫剂、灭鼠剂、灭蟑毒饵等严
格按照说明书使用，放置在不宜被儿童
接触到的地方，以免误食。

施用农药时，要严格按照说明书并
且遵守操作规程，注意个人防护。严禁
对收获期的粮食、蔬菜、水果施用农药。
严防农药污染水源。

对误服农药中毒者，如果患者清醒，
要立即设法催吐。经皮肤中毒者要立即
冲洗污染处皮肤。经呼吸道中毒者，要
尽快脱离引起中毒的环境。中毒较重者
要立即送医院抢救。

萧山供电公司检修计划预告

12月 17日 8∶30-16∶
30检修丽都变阳光C107线
阳光开 G17-警队开 G16：
城厢街道公安局交警大队、
杭州方元阳关休闲山庄、育
才西苑1#公变附近及其周
边一带；8∶35-17∶30检修
雅马B621线开叁开G14天
海阳光：萧山区宁围街道浙

江杭宸物业服务等一带；8∶
35-17∶30 检修达中 A388
线同济开G13钱灌一线：萧
山区宁围街道杭州市萧山区
钱塘江灌区管理中心等一
带；8∶30-16∶30检修黎神
A818线龙虎村15#变：萧山
区南阳街道龙虎村一带；9∶
30-14∶30检修戴兴开G15
戴村村 16分线 04#杆戴村
村15#变令克：萧山区戴村

镇戴村村 15组等一带；8∶
00-17∶30检修大同二村2#
变低压开关：萧山区楼塔镇
大同二村2组等一带。

●遗失杭州萧山绿源苗木配
送有限公司农商银行新街支
行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L2900001086001，声明挂失。

●遗失杭州萧山绿源苗木配
送有限公司公章1枚，财务章
1枚，法人章1枚，声明挂失。

金点子婚介
13735826379 82655749
万名青中老各阶层有公务
员、事业、国企、教师、白领、
医生、工程师、上门女婿等。

便民热线
启 事

萧山区
潮汐预报

位置

萧山观潮城

下沙大桥

城市阳台

潮水涌高等级

12月16日晚潮时间

12∶10

12∶33

13∶48

危险

高潮位(米)

3.80

3.70

3.60

备注∶受多因素影响，该预测仅供参考。

12月17日 早潮时间

01∶10

00∶31

01∶41

高潮位(米)

3.60

3.50

3.40

为促进产业发展，对萧山城区桥南单元（QJ10）01-01-
05地块进行选址论证。本次论证地块位于萧山区桥南单元，
东至相邻用地、南至鸿达路、西至池杉路、北至春江路。

根据阳光规划有关规定，自2021年12月16日至2021
年12月25日进行公示。详细资料可登录杭州市规划和自然
资源局网站(http://ghzy.hangzhou.gov.cn)，或在萧山经济

技术开发区管委会1楼进行现场查询。
如有意见，请于公示期内书面意见邮寄至萧山经济技术

开发区管委会（萧山区市心北路99号）506室，邮编311215。
联系电话：0571-83530626 联系人：毛女士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1年12月15日

公示说明欢迎刊登 分类广告 便民热线

综合 2021年12月16日 星期四

首席编辑：李家连 校对：洪泓3

进化镇重拳出击抓治水，历时4个月，对茅山排
灌站进行全面清淤和水草杂物清理，确保明年汛期抗
洪排涝畅通。图为工作人员正在作业。

特约通讯员 傅灿良 田何兴 摄

治 水

萧山入选体验基地1家、体验点1家
首批“宋韵杭式生活体验基地、体验点”公布

双圩村：做好“美丽+”文章 展现“北塘新韵”

蜀山听障人士办事有了“手语翻译”

■记者 甄兰 通讯员 龚晨忱

本报讯 近日，盈丰街道先锋骑手
党支部来到钱江世纪城公园开展党的
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学习宣讲活动。

身着蓝色工作服的平安骑手们
围坐在广场上，认真聆听党支部书
记余波传达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
神，分享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
历史经验。先锋骑手党支部还发放了
红色宣传册，便于大家学习宣讲党
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宣讲结束后，骑手余波又开始穿
梭在楼宇间送外卖，他小心地将外卖
送到顾客手中，并递上红色宣传册。

“我一天下来大概能送50单外卖，同时
能发放50份红色宣传册。”余波说，他
身上多了个“信使”的身份，要把红色
宣传册送达千家万户。

“平安骑手传精神”是盈丰街道开
展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宣讲活动
的创新行动。连日来，盈丰街道开展

“六讲六做”进两新组织、进楼宇、进企
业、进学校、进村社，通过领导干部示
范学、党史学习教育深化学、主题党日
集中学、丰富载体创新学等多种形式
的宣讲活动，引领广大党员干部从中
汲取智慧和力量，以实际行动担起使
命，全力做好村级留用地开发、安置分
房、城市环境长效管理等工作。

■记者 应海天
通讯员 丁水富 瞿梦丹

本报 讯 为深入推进“最多跑一
次”改革，保障特殊群体办事无差别受
理，近日，蜀山街道公共办事服务中心
增添了一台iPad设备，专门为听障人
士实时提供手语翻译服务。

“此前，我们碰到听障人士来办理
业务时，会让他们把需求写在纸上，再
安排办理。”中心工作人员表示，遇到

这种情况，需额外准备书写纸，双方手
写进行交流沟通。“手写速度慢，字迹
潦草，辨认难度也大，造成很多不便。”

在原来的基础上，蜀山街道公共
办事服务中心对无障碍窗口功能进行
升级，柜台上专设一台iPad设备，打开
手语客服软件，听障人士就能与专职
手语翻译员进行远程视频，手语翻译
员在线双向解说。在快速转译下，短
短几分钟，工作人员就能办完相关事
项，实现听障人士无差别受理。

■通讯员 曲特 记者 张旭

本报讯 为进一步优化提升校园
周边环境，确保辖区内学校、幼儿园安
全，日前，红山农场开展了校园安全专
项整顿行动。

此次校园安全专项整顿行动，包

括检查辖区学校、幼儿园的安全防范
体系建设情况和日常安全管理情况，
消防安全、食品卫生安全、燃气安全等
情况，并对校园周边小食杂店、道路交
通等进行重点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
问题，现场提出整改措施，要求相关责
任主体立即整改，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记者 张旭 通讯员 茅燊杰

新街街道双圩村换届一年来，新一届
村三委班子以美丽乡村建设为抓手，立足

“北塘新韵、清新村落”定位，全面规划、全
域整治、全力挖掘，以美丽为底色，致力于
做好“美丽+”文章，探索共同富裕的双圩
样本，村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显著提升。

绘就美丽乡村新画卷

“我们村什么时候也能来一次美丽提
升？”在村党员大会和村民代表大会上，美
丽乡村创建的呼声都很高。村民的想法，
村党委书记戚世泉很能理解。周边村子
经过美丽乡村创建，村庄美了，村民乐了。

“创建美丽乡村，我们一定要干，而且
要干好。”2020年双圩村纳入区级美丽乡
村提升村创建目录，新一届村班子把这项
工作作为检验自身工作能力的“试金石”。

人心齐，干事就有动力。以党建为引
领，充分发挥“我是党员我先行”的模范带
头作用，全面参与到美丽乡村建设中来。

村三委班子成员率先垂范带头拆，咬定目
标一线干，压实岗位责任、相互协作补台，

“5+2”“白加黑”上门入户做工作。在“头
雁效应”带动下，依托党员联户、联岗机
制，每个党员在做好带头拆、清、整的基础
上，联系包干5户农户参与全域整治、庭院
美化，形成了村班子带头干、党员带动干、
群众自主干的浓厚氛围。如今的双圩村，
处处呈现出“北塘新韵”的新风貌。

探索实现共同富裕新路径

以美丽乡村为底色，双圩村着力做好“美
丽+”文章，积极探索实现共同富裕新路径。

在村委会边的一堵白墙上，印着村歌
《一首歌儿轻轻唱》的词谱。不仅是创作
村歌，村里还设计了村庄LOGO，确定了
村树香樟树，挖掘元帅殿和温太医治病救
人的典故……以“文”引路，双圩村积极打
造村庄综合文化形象品牌，建造了塑胶灯
光篮球场和健身苑，组建了篮球、排舞、文
艺等文体队伍，开设“周末剧场”“假日学
校”等文化活动，丰富村民的精神生活。

除了做好“美丽+文化”的文章，双圩
村还紧盯数字化改革，以“智”增色，提升
村域管理能力，深化“美丽+治理”文章。
通过数字系统，在交通管控、疫情防控、农
村治理等重点领域进行分析预判、精准掌
控。村三委班子积极探索网格化管理和
数字化支撑相结合的新模式，将网格员管
理、“绿城红领”党员志愿服务纳入积分考
核，形成齐抓共管、共建共享的新模式，不
断夯实基层治理基础。

在戚世泉的眼中，实现共同富裕，关
键还是产业发展。在美丽乡村创建中，村
庄新建了1000平方米的村文化中心，通过
使用权市场化运作，每年能为村集体经济
创收80余万元。更为长远的是，依托美丽
乡村底色，双圩村谋划发展乡村观光、农
业体验等新业态，并抓好村内传统企业的
转型升级，实现产业有活力、村民有收入。

盈丰平安骑手学习宣讲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红山开展校园安全专项整顿行动

百村行2021104
履新一年新气象

■记者 童宇倩 通讯员 王方正

本报讯 萧然大地，宋韵流芳。日前，
由杭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主办的首批“宋
韵杭式生活体验基地、体验点”公布，我区
两地入选。其中，宋韵欢潭五义文化村被
认定为“宋韵杭式生活体验基地”，杭州萧
山南宋官窑艺术馆被认定为“宋韵杭式生
活体验点”。

据了解，本次评选共有127家企业申
报创建评定，通过专家组实地走访和指
导、评审，最终认定“宋韵杭式生活体验基
地”3家，“宋韵杭式生活体验点”12家。

宋都看杭州，宋村看欢潭。位于萧山
南部的欢潭村，因南宋岳飞率军途经此地

“饮潭水而欢”得名，是全区首个省级历史
文化村落保护利用重点村和宋韵文化示
范村。如今，欢潭老街以南宋岳家军为主

题的宋韵杭式亲子研学体验和多种传统
工艺的体验项目成为杭州南宋古村的金
名片。游客可穿古装、寻古迹、诵满江红、
拓精忠报国、舞皮影、擂战鼓、制定胜糕、牵
钩、品南宋美食松花麻糍等，体验南宋老底
子文化，让传统文化得到传播与传承。

南宋官窑艺术馆是杭州第一家专业
展示南宋官窑文化艺术的民营博物馆。
艺术馆成立16年来，重点开展南宋官窑瓷

艺体验、南宋茶道、香道、花艺及书画雅集
等宋韵艺术，突破传统博物馆只能“参观”
的瓶颈，开展沉浸式体验，促进社会公众
深度融入杭州南宋文化的弘扬与传播，获
评文旅系统“杭州国际旅游示范访问点”

“杭州最佳休闲生活体验点”“杭州创意生
活体验点”“杭州市中小学生研学旅行基
地”等荣誉称号。

解码宋韵文化，解读生活美学。首

批宋韵杭式生活体验基地、体验点将致
力于打造可听可看可体验的全新场所，
构建一个有文化、有品位、丰富而多样的
生活方式形态，
促进宋韵杭式生
活向参与化、互
动化、情景化、趣
味化等体验式方
向发展。

扫
一
扫
二
维
码

查
看
更
多
内
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