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蚊子可以传播疟疾、乙脑、登革

热等疾病。要搞好环境卫生，消除蚊

子孳生地。根据情况选用纱门、纱

窗、蚊帐、蚊香、杀虫剂等防蚊灭蚊用

品，防止蚊子叮咬。苍蝇可以传播霍

乱、痢疾、伤寒等疾病。控制苍蝇的

有效方法是处理好苍蝇的孳生环境，

如垃圾袋装化（袋子要完好不能破

损，袋口要扎紧）、不乱丢垃圾，不随

地大便、处理好宠物的粪便等。要注

意保管好食物，防止苍蝇叮爬，以免

感染疾病。老鼠可以传播鼠疫、流行

性出血热、钩端螺旋体病等多种疾

病。要搞好环境卫生，减少老鼠的藏

身之地；收藏好食品，减少老鼠对食

物的污染。捕捉、杀灭老鼠可以用鼠

夹、鼠笼、粘鼠板等捕鼠工具，还可以

使用安全、高效的药物灭鼠。蟑螂可

以传播痢疾、伤寒等多种疾病，其排

泄物中的蛋白还可引起过敏性鼻炎

和哮喘。蟑螂多生活在潮湿环境中，

因此保持室内干燥、清洁，可以减少

蟑螂的孳生。用餐后要将食物密闭

存放，餐具用热水冲洗干净，炉灶等

处保持清洁，及时清理地上及垃圾袋

内的垃圾。可以使用药物或蟑螂粘

板杀灭蟑螂。

猫狗可传狂犬病 咬伤抓伤能夺命
冲洗伤口注疫苗 第一时间最紧要

家养犬、猫应当接种兽用狂犬病疫苗；人被犬、猫抓伤、咬伤

后，应当立即冲洗伤口，并尽快注射抗狂犬病免疫球蛋白（或血清）

和人用狂犬病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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蚊子、苍蝇、老鼠、蟑螂等会传播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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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犬病是由狂犬病病毒引起的

急性传染病，主要由携带狂犬病病毒

的犬、猫等动物咬伤所致，一旦引起

发病，病死率达 100%。狂犬病暴露

分为三级：接触、喂养动物或者完好

的皮肤被犬、猫舔舐，为 I级暴露；裸

露的皮肤被犬、猫轻咬，或被犬、猫轻

微抓伤，但皮肤无破损，为Ⅱ级暴露；

皮肤被犬、猫抓伤、咬伤，或破损伤口

被犬、猫舔舐，为Ⅲ级暴露。I级暴露

者，无需进行处置；Ⅱ级暴露者，应当

立即处理伤口并接种狂犬病疫苗；Ⅲ
级暴露者，应当立即处理伤口并注射

狂犬病免疫球蛋白或血清，随后接种

狂犬病疫苗。狂犬病疫苗一定要按

照程序按时、全程接种。

为控制狂犬病传播，饲养者要为

犬、猫接种兽用狂犬病疫苗，防止犬、

猫发生狂犬病并传播给人。

蚊子蟑螂和老鼠 传播疾病不可恕
高度重视勤灭杀 可趁之机严封堵

据介绍，蚊子的繁殖周期在 20 天
左右，孑孓仅需 7-14天就能变成成蚊，
繁殖速度飞快。林浩飞说，蚊子在我市
一般不过冬，但在地下室等温暖环境，
蚊子也能在冬天生存。近期加大蚊虫
杀灭力度，有助于有效预防登革热。

“ 民 宿 在 这 方 面 的 工 作 还 要 加
强。”林浩飞说。近年来，我市民宿发
展迅猛。为营造良好的住宿环境，不
少民宿在室内外种养水生植物，容易
滋生孑孓。他建议，可以在容器内养

几条小鱼，小鱼会吃掉孑孓。
我市民间有“立秋过后，蚊子长牙”一

说。胡晓申建议，近期尽量避免在凉亭、
绿化带等户外阴暗处逗留，散步、锻炼也
尽量不要前往河边，外出时应做好防蚊措
施，如穿长衣长裤、使用驱蚊剂等。

9 月 2 日，为疫情防控提供科学研
判依据，市卫健委、黄山海关、市疾控
中心、屯溪区疾控中心联合开展登革
热专题风险评估。评估认为，未来一
段时间内，我市登革热输入病例的风

险等级为“高”，输入病例发生本地传
播的风险等级为“中等”。

为切实做好登革热防控工作，评
估专家建议，建立多部门联防联控工
作机制，形成海关、卫健、旅游、商务、
教育、公安等部门共同参与的防控体
系，及时做好疫情信息沟通、病例通报
追踪诊治等应急处置工作。

屯溪区疾控中心副主任冯桅告诉
记者，已下载登革热防控知识培训材
料，放在工作群里供辖区医务人员学

习，要求进一步增强疾病发现能力、报
病意识和治疗水平。目前，该中心已
印制 10000 份宣传材料，将走进社区、
走上街头组织发放。

当前，正值登革热高发季节。胡
晓申建议，外出旅游、务工或经商人员
入境时或入境后，一段时间内如果有
发热、皮疹或其他不适症状，应及时就
医，并告诉医生是否近期有外出旅行
及蚊虫叮咬情况，确保做到早发现、早
诊断、早治疗。 ·许 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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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登革热是由登革热病毒
引起的急性虫媒传染病，主要发生在
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和地区，依靠白纹
伊蚊和埃及伊蚊叮咬传播，目前没有
出现人与人直接传播的报道。

市疾控中心疾控科科长胡晓申介
绍，登革热潜伏期一般在 3-15天，典型
症状有突发高烧，头痛、眼眶痛、肌肉
和骨关节痛，颜面潮红、颈红、胸背红，
皮疹。大部分病例为轻症或隐性感
染，绝大部分病人经过治疗都能痊愈。

该中心卫生监测科林浩飞告诉记者，
我市也有伊蚊分布，主要为白纹伊蚊，俗
称“花蚊子”，孳生于房屋内外的浅水及积
水中，成蚊白天吸血。与常见的库蚊、按
蚊有所不同，白纹伊蚊一般不进家。

登革热流行主要发生在夏秋季。
患者和隐性感染者为主要传染源，发
病前 1 天至发病后 5 天具有明显的病
毒血症，可使叮咬的伊蚊受到感染。
病毒在蚊子体内繁殖，带病毒的蚊子
再通过叮咬健康人传播登革热。

目前，我国各省均有输入病例报
告，境外输入国主要为柬埔寨、泰国、
菲律宾、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此
外，我国广东、云南、福建、浙江、海南
等省份可引发本地登革热流行。

2017 年，我省登革热病例呈现快
速上升趋势，出现本地感染病例。今
年以来，我省登革热病例数接近过去
10 年的总和。从时间分布来看，输入
病例集中于 5-11月，报告病例数最多
的是 7月和 9月。

9 月 5 日，江西

省卫健委通报称，樟

树市、新干县近期先

后发生登革热疫情，

截至 5日 12时，两地

累计报告登革热诊

断病例 641例，无重

症、死亡病例，其中

樟树市登革热诊断

病例 598 例。流行

病学调查显示，该疫

情由东南亚地区旅

游归乡人员感染登

革热病毒输入引发。

今年 7月，我市

报告首例登革热病

例，为境外输入病

例。随后，我市启动

突然事件应急响应，

划定清除蚊虫孳生

地范围，开展蚊媒密

度调查、卫生宣教、

喷药灭蚊、疫情监测

等 一 系 列 防 治 措

施。目前正值登革

热高发季节，我市防

控工作开展情况如

何？ 9 月 6 日，记者

就此采访。

翻瓶罐倒积水就能灭蚊

2014 年，广东省多个地方暴发登
革 热 疫 情 ，带 来 沉 重 的 公 共 卫 生 负
担。为做好科学防控登革热工作，我
市及时启动登革热蚊媒监测工作，保
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维护经
济社会安全稳定，

林浩飞介绍，近年来，我市每年选
择 2 个区县，每个区县选择 2 个村，每
个村选择 100 户人家，入户开展登革
热蚊媒监测工作，并结合开展实验室
检测，为做好登革热风险评估、预测预
警提供科学依据。

“入户调查的同时，我们加强对居

民开展健康宣教，帮助他们消除伊蚊
孳生环境。”林浩飞说，伊蚊偏爱富营
养的水体，如果家中养了水生植物，要
注意经常换水，花盆托盘最好没有积
水，容易积水的瓶瓶罐罐，也要倒过来
置放。

2019 年，我市登革热蚊媒监测点
选在休宁县和歙县。监测数据显示，
布雷图指数较往年平均水平有所下
降。该指数是指平均每 100户住户室
内外环境中有伊蚊幼虫（孑孓）孳生的
积水容器总数，是评价一个地区伊蚊
密度的指标。

林浩飞认为，预防登革热，最经
济、最有效的办法是消除孑孓的孳生
环境。倒掉积水，不存积水，就能让孑
孓丧失生存环境。如果等到孑孓变成
蚊子，飞起来了再去杀灭，难度很大，
成本很高，效果不理想。

目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一些农村正在
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各地结合爱国卫
生运动，大力整治公共环境，清除积
水、垃圾和卫生死角，有助于降低蚊媒
密度，预防登革热传播。浙江已经开
展“无蚊村”试点。

登革热发病进入加速期

联防联控共建隔“热”带

本报讯 9月 6日下午，市红十字

会生命健康安全教育体验馆迎来首个

市民开放日。

据了解，该馆是红十字应急救护

培训基地建设项目之一。为提高市民

防灾避险、自救互救知识和技能，增强

意外伤害及突发事件的应急救护能

力，最大限度减少伤残、挽救生命，市

红十字会面向市民免费开放该馆。

市红十字会有关负责人介绍，该

馆市民开放日定于每个月第 1个星期

五的下午 3:00-5:00，开放内容包括红

十字基础知识、心肺复苏、家庭安全、

交通安全、消防安全、地震安全等 6大
模块，体验时间在 2个小时以内。

该负责人表示，零散市民在开放

时间前往体验无需预约。如欲组织

30人以上团体前往参观体验，务必电

话预约，该会将根据预约时间安排参

观体验活动，确保达到理想的体验效

果。

许 晟 文/摄

迎来首个市民开放日

本报讯 随着医疗服务需求的进
一步释放和医疗费用的一路增长 ,黄山
区城乡居民医保基金支出压力逐年增
大。今年 1-8 月份，黄山区医疗保障
局共受理城乡居民各类补偿 234256人
次，基金支出 7290.64 万元，基金支出
占当年筹资资金 76.51%。

近年来，黄山区医疗保障局在基
金管理中全力算好三笔账：算好“区内
账”。区医保局定期召开定点医药机
构基金运行分析会议，通报各定点医
疗机构住院率、次均费用、实际补偿
比、门诊统筹、按病种执行等情况。并

针对城乡居民基金运行中的问题进行
梳理和分析，落实整改措施，确保基金
收支平衡，安全运行。该区 2019 年按
照每人每年 740元的筹资标准，当年筹
资基金 9528.95 万元。1-7 月份，区内
普 通 住 院 支 出 1392 万 元 ，普 通 住 院
4678 人次，次均费用 4059 元，实际补
偿比 73.32%。算好“市内账”。认真分
析区外市内基金支出情况，积极对接
黄山市人民医院、首康医院等区外医
疗机构，并与他们签订总额预算协议，
合理管控医保基金，最大限度地发挥
医保基金的作用，避免资源浪费。1-7

月 份 ，区 外 市 内 基 金 支 出 3201.01 万
元，住院 10089人次 ,次均费用 8366元 ,
实际补偿比 58.96%。算好“市外账”。
大力实施简化办事程序 ,优化急诊备
案、转诊备案手续，整合医保窗口一厅
受理、一站式服务，引导参保人员小病
进社区、大病到医院、康复回社区。实
施省内住院报销即刷卡结算，省外报
销上调起付线，降低报销比例，引导参
保人员就近就诊就医。1-7 月份市外
基金支出 873.61万元，住院 1279人次，
次 均 费 用 14875 元 ，实 际 补 偿 比
45.92%。

既不能让医保基金“沉睡”亦不能
让它“崩盘”，最大服务于群众是摆在
医保局面前的难题，在算好三笔账的
同时医保局开展好三项引导 ,一是对少
数医疗机构的过度检查、过度治疗、降
低门槛住院等问题，通过医保政策引
导，使城镇职工居民外出就医占比下
降了 3%，但城乡居民外出就医占比上
升了 5%，对其原因进行分析以期得到
有效遏制。二是开展医药机构集体廉
政谈话和个别约谈，针对医保基金运
行和药品招采中的风险点问题进行梳
理和分析，通过廉政引导，确保医保基
金收支平衡，安全运行。三是针对贫
困人口不规范诊疗导致的返贫风险，
进行健康扶贫引导。黄山区贫困人口
上半年住院次均费用 11152.7元，远远
高于普通人群，医保局加强对贫困人
口慢病准入、诊疗进行把关，精准落实
贫 困 人 口 住 院“351”门 诊 慢 性 病

“180”、先诊疗后付费服务等健康脱贫
政策。

·项慧玲 胡满明·

算好医保基金“三笔账”

黄山区医疗保障局

我市“提速换挡”

市红十字会生命健康安全教育体验馆

本报讯 近日，歙县徽城镇新州社
区迎来新一轮的流动人口和房屋出租
高峰期，为更好地掌握流动人口和辖区
房屋出租的动态，彻底解决流动人口和
房屋出租底数不清、情况不明、缺乏有
效的服务和管理等问题。

该社区印制了《流动人口、出租房
屋情况登记簿》，组织工作人员、网格信
息员及社区民警，分片对居住在本辖区
的流动人口、房屋出租情况进行全面排
查摸底；同时，张贴《新州社区流动人口
与房屋出租服务管理制度》，建立完善
长效管理机制；实行“一户一册”，按照

“小区不漏户、户不漏人、人不漏项”的
要求，工作人员上门入户与出租房屋户
主签订《房屋出租治安承诺书》，做好出
租屋的信息采集、跟踪管理、核实更新
等工作，房东要定期向社区报备承租人

员变动情况，做到底子清、情况明，从源
头上防范各类违法行为的发生；社区网
格信息员全面掌握网格内流动人口和
出租屋的基本信息，建立流动人口网格
管理台账并且将采集信息录入系统，通
过强化网格的信息化收集功能、公共管
理功能和为民服务功能，做到第一时间
掌握信息，第一时间化解矛盾，第一时
间服务群众，根据流入流出情况随时进
行动态调整，完善流动人口管理台账。

该社区还抓实重点人群防控和重
点隐患出租屋的排查整治，将人口信息
申报不实、网格员上门受阻、出现安全
或治安事故的出租屋纳入重点监控范
围，做好违法出租屋的查处工作，大力
开展普法宣传，营造依法依规出租良好
社会氛围，为维护辖区社会治安和谐稳
定，奠定坚实基础。 ·洪黎明·

规范房屋租赁 促进社区和谐

9月 7日，歙县徽城镇丰乐社区请来刚退伍的“老兵”方军（中）与社区居民和学

生一起迎中秋话团圆。

当日“中秋话团圆”活动由歙县妇联与丰乐社区举办，退伍军人方军与留守儿

童一起制作月饼，同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曲，教行军礼、站军姿。

吴建平 罗江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