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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0日 世界骨质疏松日

基层看变化

践行走转改

满足社会公众需求
县档案馆推行公休日及节假日预
约查档服务

本报讯 为了深化档案利用服务，满足社会各界
公众的需要，近日，县档案馆创新便民服务方式，推
行公休日及节假日预约查档服务，进一步提升公共服
务质量。

据悉，预约公休日及节假日查档服务主要是为路
途较远，无法在正常工作时间前来查阅利用档案和有
特殊需要且急需查阅利用档案的人员提供的一种特殊
服务。预约查档者可通过电话或者邮件等方式事先将
自己的利用目的、查档内容详细告知本馆工作人员，并
留下姓名、联系电话，确定具体来馆查阅。

预约公休日查档服务须在正常工作日进行。预约
查阅时间为：上午9:30-11:30；下午14:30-16:30。
预约电话：0577-67261265，预约邮箱：yjdaj@126.
com。同时预约成功申请人须在约定的时间内，持有
效证件或单位介绍信按时来馆查阅利用。遇有特殊情
况不能按期来馆查阅的，应提前告知档案馆，否则，视
为放弃预约。 记者 嘉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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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天地 大市场

《今日永嘉》推出便民资讯分类信息版块，商

业信息全年刊登将享受特别优惠。

欢迎刊登各种分类信息

遗失启事

◆遗失 上塘镇金平村胡陈高农村集体土地所有
权证一份，地号：01-58-10-25，声明作废。

◆遗失 永嘉县碧莲镇上村13组刘世栋农村土地
承包经营权证一份，证号：浙（2018）永嘉县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权第211071号，声明作废。

◆遗失 陈英在浙江永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股权证一份，账号：701000014424320，证号：
432608，声明作废。

本报讯 在不久前碧莲镇
举办的“永嘉第九届早香柚市
集暨乐玩柚子节”上，95岁
的吴浩妹获得了“早香柚母树
守护人”的称号，让人不由将
目光再次放到了早香柚母树
上，去年11月，我县开展早
香柚母树保护计划，如今保护
计划顺利开展，早香柚母树也
再焕生机。

昨天上午，记者来到位于
碧莲镇鱼仓村对埠自然村早香
柚母树所在地，香柚母树树径
约40厘米，高达7米左右，可
以看到现如今的早香柚母树枝
繁叶茂，不再是枯枝残叶，在雨
水的浇灌下，母树更是绿意盎
然焕发着勃勃生机。但是为何
只有顶部枝头还能看到数量不
多早香柚安静的挂在树上等人
采撷呢。

“我家这几个柚子都是母
树上摘下来的，就剩这么多
了，其它的全卖完了。”原
来，早在几天前从母树上收获
的500多个足足有700多斤的
早香柚就已销售一空，甚至供
不应求，仅剩几个由户主留着
自己家里吃。今年该树所结的
柚子果肉饱满、甜度高且不似
去年多畸形果，受到了不小的
欢迎。

“早香柚之母”重新结出了
累累硕果，让牵挂它的人倍感
欣慰。上世纪90年代，我县通
过嫁接、幼苗培育等手段成功
推广了早香柚产业，由一棵树
带动一个产业，这棵早香柚母
树成为永嘉早香柚产业文化之
源。然而由于近年来缺少管
理，再加上遭受病害，母树一度
濒临死亡。去年11月，我县启
动早香柚母树保护方案，在母
树主干周围建造了护栏，县农
业农村局提供管理技术指导，
由当地的早香柚种植大户徐富
国开展修剪、病虫害防治、施肥

等工作。
看着“早香柚之母”再焕生

机，95岁的母树守护人吴浩妹
老人欣喜不已。吴浩妹老人和
这棵树相伴超过了半个世纪。
让树得到保护，是老人晚年最

大的心愿。现在，老人的愿望
实现了。

这棵“早香柚之母”对于早
香柚产业意义非凡。经由这棵
母树“孕育”出的永嘉早香柚品
种，果实成熟特早、果皮芳香浓

郁。碧莲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
主任金爱菊说：“我们计划对这
棵树持续管理三年，然后将技
术交给户主，让他们再继续把
这棵树保护好。”

记者 郑璐璐 谷周乐

“早香柚之母”重新结出累累硕果
产量500多个，足足有700多斤

本报讯 昨天上午，为期
两天的“2021年温州市安全
生产应急救援技能竞赛”于我
县枫林镇消防基地举行开幕
式。本次参赛队伍来自我市
11个县市区14支代表队，参
赛队员为各危化企业的一线员
工，共120人，竞赛共分为理

论考试、综合体能和技能竞赛
三个部分。

开幕式过后，随着裁判的
一声令下，比赛开始，单杠引
体向上 、40 米折返跑连接消
火栓闷盖、翻越 3 米绳网、
40 米搬运软体假人等项目在
选手的冲刺下逐一完成。

“这次比赛有理论和实操
共5个项目，内容主要是围绕
危化企业在安全生产过程中如
果出现紧急的情况下，怎么样
采取有效的措施来预防，避免
事故的发生。提升企业一线员
工，在遇到紧急情况下的处置
能力。”温州市应急管理局副

处长赵建军介绍道。
“ 我们在比赛中能发现

问题，回去之后要总结经验，
这不仅仅提升了自身的身体素
质和体力，而且对各种突发事
件的应对能力，尤其是灭火救
援一系列的能力都有所提高，
非常有意义。"参赛选手永嘉

中石化胡淼杰说道。
据悉， 本次竞赛项目除

了检验队员速度、爆发力、耐
力、协调性等综合身体素质指
标，还能强健队员体魄，增强
应急救援与自救基础技能。

记者 胡丽凡

本报讯 为全面提升突
发燃气事故的应急响应水
平，有效预防和应对事故的
发生，昨天下午，县综合行
政执法局开展2021年永嘉县
燃气泄漏应急救援演习。

本次演练模拟市政燃气
管道发生大量燃气泄露引发
险情、现场油桶灭火、现场
钢瓶灭活、餐饮店发生燃气
泄露应发爆炸等四个科目。
整个演练过程包括事故接报
警、应急响应及启动、现场
警戒及疏散、救援行动、事
态控制、现场抢修、应急恢
复及关闭多个科目。

演练过程中，现场指挥
员决策果断，抢修人员反应快
速，救援人员协调有序，进一

步提升了演练人员应对燃气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演
练结束后，参演人员围绕各自
职责分工，对演练中的环节和
细节进行充分沟通交流。

燃气安全，关系到千家
万户，关系到一方平安，是
城市发展至关重要的一部
分。此次应急演练旨在进一
步加强城市燃气事故抢险和
指挥能力，提高燃气企业应
急救援快速反应和协调水
平，进一步强化了我县各部
门事故状态下应急处置能
力，为广大居民营造安全稳
定的用气环境，努力构建全
民参与、保障天然气公共安
全的和谐局面。

记者 刘曦 陈胜豪

昨天是国际骨质疏松日，我
国今年的宣传主题为：骨量早筛
查，骨折早预防。对于骨质疏松
症，广大市民都不会陌生，身边
一些中老年人、特别是上了年纪
的人，哪怕轻轻一摔就造成骨
折，而且很难愈合，给患者带来
很大的痛苦。骨质疏松症该如
何预防？记者采访了县人民医
院骨一科主任郑康伟。

不知不觉患上骨质疏松症

前天上午，在县人民医院
骨一科诊室里，依次有患者前
来就诊，其中我县山区56岁的
村民老潘，他的经历比较典型。

近十多年来，老潘一直在
家以务农为主，他身体健壮，百
余斤的担子挑着就走。近日他
家收了稻子，箩筐里也就百来
斤的稻谷，他蹲下马步，准备挑
起时，猛地感觉左腿一阵剧痛，
根本就站不起来，随后一屁股
坐在地上，同时一阵阵的痛感
伴随着他。后经医生检查，已
造成骨折。后经了解，近年来，
老潘常常在夜里感觉腿部极不
舒适，但白天又没有特别的感

觉，他没当回事。这次骨折后
经检查，他已属于重度骨质疏
松症状。

记者了解到，骨质疏松症
起先并没有明显的感觉，当感
觉明显不适时，已是比较严重
的症状，如有的老人，在他们上
了年纪之后，身高会比他们在
中青年时，矮了一小节，而且感
觉走路费劲等，这极有可能是
骨质疏松症造成的。

“56岁的老潘挑担挑成骨
折，这和他的生活习惯有直接
关系。”郑康伟说，老潘时常烟
酒不离，这进一步加剧了他的
钙质流失，从骨质密度来讲，老
潘已提前进入了老年的行列。
很多骨质疏松患者，与他们平
时的生活、饮食习惯有直接关
系。骨质疏松症是一种以骨量
低，骨组织微结构损坏，导致骨
脆性增加，易发生骨折为特征
的全身性骨病。疏松严重的骨
质就如同朽木，容易断裂、易发
生骨折。

骨质疏松影响生活品质

郑康伟说，骨质疏松前

期，对健康的影响虽然不太明
显，但一旦到比较严重的时候，
对患者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很
多患者因为患了该病症，直接影
响了患者形象和生活品质，如有
的造成变矮和驼背、脊柱变形，
影响了患者的形象，而且还容易
发生脆性骨折等。待患者骨折
后，疼痛免不了的、且行动不便，
生活质量会大大降低，严重影响
了患者的生活品质。所以广大
市民在生活中要做好骨质疏松
的预防，及时进行骨质疏松的检
查与治疗尤其重要。

记者了解到，骨质疏松症
状还会对患者造成很大的心理
危害，一些老年人由于骨质疏
松导致骨折难以愈合，就要长
期卧床、生活不能自理，很易出
现精神抑郁，不只影响到患者
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同时
还会影响呼吸及循环系统，严
重的就有可能会危及生命。所
以及时的就医就座就显得非常
重要了。

预防工作可以多面着手

钙在骨骼中的储存是一个

漫长的过程，同样，钙的流失也
需一个过程，如果人体对钙的
吸收远远小于流失，那么离骨
质疏松就不远了。怎样预防骨
质疏松呢？

郑康伟说，有很多人认为
喝骨头汤就能补钙，但事实并
非如此。骨头中的钙能溶解在
汤里的量很低，用1公斤肉骨
头煮汤两小时，汤中的含钙量
仅20毫克左右，因此，用肉骨
头汤补钙远远不能满足需要。
按成人每日需要800毫克钙计
算，估计需要300-400碗骨头
汤才可以满足人体钙的需要。
骨头汤里大量的脂肪会对老年
人的身体健康造成其他危害。
如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所
以，预防骨质疏松应注意饮食
多样化，少油、不宜多吃高蛋白
质和咖啡因的食物。

“预防骨质疏松是一项长
期的系统工程。”郑康伟说，市
民时常要适当日照、运动防骨
质疏松外，还需有个良好的生
活习惯，比如远离香烟不酗酒，
不挑食、不暴饮暴食等。有条
件的要坚持喝牛奶，牛奶中含

有多种氨基酸、乳酸、矿物质及
维生素，可以促进钙的消化和
吸收，而且牛奶中的钙质人体
更易吸取，因此，牛奶可以作为
日常补钙的主要食品。另外也
可以多海产品及各种豆类等。
但对于一些钙流失比较严重的
患者，建议可以进行常规干预，
除了时常适当的运动外，可以
多进食一些含钙类比较丰富的
食物，还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
食用一些钙类药物等。

一般来说，人的一生骨量
在30岁左右时达到高峰。峰
值的高低决定了骨质疏松症发
展时间的早晚。不少年轻女性
为了身材盲目减肥、节食，容易
导致骨量提前流失。一些酷爱
可乐、咖啡、浓茶的人群，甚
至把可乐、咖啡取代日常饮用
水，这容易导致骨量流失。日
常要多吃粗粮、新鲜果蔬等一
些含钙类比较丰富的食物。“总
之，年轻时要多多注意骨钙的
沉积，年长时要进行钙吸收的
常规干预，尽量让骨质疏松来
得更晚一些。”郑康伟说。

记者 汪华新

身边一些中老年人，哪怕轻轻一摔就造成骨折，而且很难愈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

56岁的他挑100来斤就造成骨折

最高榜额500万元
我县2021年首批“揭榜挂帅”人才
项目发布

本报讯 近日，
县委人才办、县科技
局联合发布2021年

“揭榜挂帅·全球引
才”重大科技攻关项

目榜单（第一批），据了解，我县首批11家企业拿出真
金白银张榜求贤，最高榜额500万元，总榜额2110万
元。

榜单设置主要围绕聚焦泵阀产业整体提升，涵盖
高端新产品开发、先进制造工艺、新材料、数字技术、智
能装备等方面。是我县科技部门深入龙头企业排摸标
志性产业链、创新链关键点，经多方收集、多轮论证，编
制形成2021年度制造业领域第一批科技攻关项目榜
单。揭榜对象（揭榜方）为国内外具备技术攻关能力的
高校院所、企业、创新人才和科研团队。

揭榜流程：有意向的揭榜方请结合张榜项目具体
需求及自身能力，在榜单发布后主动与需求方联系对
接洽谈或与县科技局联系，由需求方自主择优确定揭
榜人才团队，经双方达成合作意向后签署合作协议，形
成项目攻关方案，启动项目攻关工作。鼓励企事业单
位、揭榜人才和团队大胆创新，突破体制机制束缚，建
立容错机制，激发创新活力，解决后顾之忧。达成合作
的项目可由需求方通过永嘉县科技项目管理系统申请
县级科技项目立项。对成功揭榜、联合开展攻关的项
目，择优纳入县重大科技攻关示范项目管理。

揭榜支持政策：我县开辟绿色通道。对成功揭榜、
联合开展攻关的项目，优先推荐申报省“尖兵”“领雁”
研发攻关计划。项目经费资助。对纳入县科技创新攻
关项目立项的揭榜签约项目，按项目总投入不超过
30%的比例给予补助，最高补助不超过300万元。人
才服务保障。对符合条件的揭榜人才和团队可优参评
温州相关人才项目计划。经认定后的揭榜项目负责人
可申领“永嘉县人才服务金卡”，凭卡享受医疗、出行、
健身等优惠政策和便捷服务。

揭榜联系单位：县科技局工业科，联系电话：0577-
67231252，邮箱：kj67231252@163.com。 记者 嘉勇

提升一线员工应急处置技能
“2021年温州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技能竞赛”在永举行

加强燃气事故抢险和指挥能力
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开展2021年永嘉县燃气泄漏应急救援演习

足不出户就可办理
省发改委在“浙里办”APP首批50
件“浙里民生关键小事智能速办”
陆续上架

本报讯 近日，省发改委在“浙里办”APP首批50
件“浙里民生关键小事智能速办”陆续上架，涵盖出生、
入学、就业、生活、救助、养老“等六大类别，市民可在六
大类别中查询办理事项，填写信息，足不出户便可完成
办事项目。

“浙里办”是一款基于浙江政务服务网一体化平台
能力的APP，该应用持续拓展网上政务功能、推进模
式创新、优化服务体验。打开“浙里办APP”，点击首
页“数字社会”内的“浙里民生”板块，便可看见50项

“关键小事”。
例如，入学报名，此前要带上户口本、暂住证等材

料，到学校排队报名，整场报名等待和报名需要半天时
间，现在通过手机，点进“浙里办”关键小事智能速办
——入学领域——幼儿园、小学、初中报名，网上申请，
不用到场排队，不用携带材料，便可完成报名，最快五
六分钟便可完成报名。此外，若市民要办理不动产权
证书遗失电子公告（灭失）声明，可以在关键小事板块
人脸认证后根据系统提示进行操作，仅两分钟就能顺
利办理，并可在遗失（灭失）公告查询一栏进行声明查
询，真正实现办事不用跑。

我县借助“浙里办”平台，通过运用数字化技术和
理念，让数据高效跑腿，通过梳理全县项目清单，打造
利民“省心办”“快速办”“无感办”多跨场景应用。

下一阶段，我县将进一步聚焦群众的高频需求和
民生热点难点堵点问题，把群众“关键小事”当作政府

“心头大事”，规范化体系化推进所有“关键小事”上线
贯通，并持续迭代优化，合力将“关键小事”应用打造成
为永嘉数字社会标志性成果，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
得感和幸福感。 记者 刘曦 葛璞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