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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严防黑臭水体反弹，动员市民共同投身
治水治污，我市从2019年4月8日起，开通了举
报热线0576-85382611。另外，市民也可以通过
微信公众号“水秀临海”进行举报，上传照片影
像并说明具体位置。

临海市“五水共治”办
2019年4月15日

我市开通黑臭水体举报热线

临海市新闻传媒集团临海市新闻传媒集团 宣宣

人与微生物之间正发生一场恶
战，这不是电影中的情节。

目前，30多个国家发现了耳念珠
菌感染病例。中国大陆已出现18例耳
念珠菌感染病例。台湾近日也报告了
耳念珠菌感染病例。

“‘超级真菌’在美国非常严重。”侵
袭性真菌病机制研究与精准诊断北京
市重点实验室丹娜生物分中心主任周
泽奇告诉科技日报记者，美国正全力以
赴攻克难关。

那么，中国会不会发生“超级真
菌”感染大规模暴发？复旦大学生命科
学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真菌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黄广华
告诉科技日报记者，这种可能性较小，
目前耳念珠菌对健康人不会造成太大
影响。

耐药性强，来源尚不明确
耳念珠菌具有超强耐药性和高达

60%的血液感染死亡率，因此被称为
“超级真菌”，其部分临床菌株，用当前
抗真菌药物完全无法控制。

2018年5月黄广华与北京大学人
民医院王辉教授合作报道了中国首例

“超级真菌”感染病例。该菌株是从一
位患有肾病综合征和高血压的76岁患
者的支气管肺泡灌洗液中分离得到
的。“这从侧面说明，我国医疗检测手段
相比多年前有了很大提高。”

他们发现硫酸铜对“超级真菌”有
很强生长抑制效果。在对小鼠和大蜡
螟感染模型研究中发现，“超级真菌”中
国分离株的毒性比临床上常见的白色
念珠菌弱。但在42℃高温下，仍可分
泌大量毒性因子胞外蛋白酶。

耳念珠菌从何而来？有人说是变
异。对此，黄广华表示：“耳念珠菌不是
从另一个物种变异来的，它很可能已存
在很长一段时间，但可能之前没有毒性
或耐药性。由于临床少数抗真菌药物
的应用，在临床药物的胁迫下，耳念珠
菌进化出了更强的毒性和耐药性。”黄
广华说，耳念珠菌可能是一种人体共生
菌，但还不确定。

检验困难，主要攻击免疫受损者
耳念珠菌易攻击免疫力较低的

人，如慢性病、肺结核、癌症患者，或
新生儿、老人等。周泽奇建议，流感
季节尽量避免去人群集聚地。

黄广华表示，耳念珠菌易在医院
传播，尤其是重症病房。“常规消毒很
难消除耳念珠菌，与携带者或感染者
共用医疗器械，易造成感染。”

“耳念珠菌没有孢子，不会通过
空气传播。”黄广华说。

目前，传统方法无法有效检验耳
念珠菌。质谱仪或分子鉴定等方法检
验效果较好，但很多医院缺乏仪器和检
验科相关人才。因而，耳念珠菌的精准
鉴定较难，且易被鉴定成其他的菌。

耳念珠菌的耐药性可以检测出
来，医生根据检测报告选择相应药
物。

真菌感染需重视，但普通人不必恐慌
“超级真菌的确非常需要关注，

但普通民众没必要因此恐慌。”中国
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助理研
究员龚杰博士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
访时说。黄广华则明确表示，超级真
菌不感染健康人，不可能在健康人中

大规模流行。
龚杰称，耳念珠菌与SARS完全

不同。SARS由致病极强的病毒引
起，但耳念珠菌一般不会致正常人群
感染。“报道中说通过体温计感染是
有可能的。如果体温计存在耳念珠
菌，又被免疫受损的人接触，那就很
有可能感染。”

需要强调的是，“包括耳念珠菌在
内的真菌感染必须引起医务工作者和
公共卫生人员重视”。龚杰说，长期以
来，真菌感染受关注度较低，许多医疗
单位诊断和鉴定真菌的能力不是很强，
可能存在误诊或漏诊。“因此，实际感染
的病例可能比报道的18例更多。”

黄广华呼吁医院加强防控，包括
更新检测设备，提高检测手段，严格
消毒流程。对发现耳念珠菌感染病
例的医院，建议使用氯化物进行接触
预防和有效消毒。

目前，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
控制所已针对高致病性真菌建立了
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可以承担国家
层面高致病真菌监测中的实验室分
析和技术支持工作。（来源：新华网）

30多个国家发现耳念珠菌感染病例
专家：“超级真菌”在中国大规模暴发可能性较小

嫦娥四号探测器系统总设计师、火星探
测器总设计师孙泽洲11日晚在南京表示，嫦
娥五号预计于2019年底发射，实现采样返回
任务。月球后续任务正在研发过程中，将实
现月球极区探测，为未来建立月球科研站进
行前期技术验证。他还透露，进行“探火”(探
测火星)时将带比“玉兔二号”更重的巡视器。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是孙泽洲的母校。当
晚，孙泽洲在该校出席嫦娥四号研制团队校
友思政公开课。他在接受采访时介绍了中国
嫦娥五号、火星探测项目最新进展情况。

2019 年底，中国计划实施嫦娥五号任
务。这也是中国探月工程“绕、落、回”三步走
战略的最后一步。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国探月工程总
设计师吴伟仁曾表示，目前嫦娥五号的整个
探测器系统和其他技术系统准备较为充分，
预定嫦娥五号将在月面选定区域着陆，采集
月球样品，并将样品送回地球。

对此，孙泽洲告诉中新社记者，俗称“胖
五”的长征五号火箭，将搭载嫦娥五号飞赴月
球采样，目前进展顺利。

同时，中国计划于2020年发射第一个火
星探测器。

孙泽洲透露，目前中国火星探测项目进
展正常，飞行产品已进入总装和测试阶段，中
国第一个火星探测器计划在明年如期发射。

他还透露，火星探测器同样会带巡视器，
“体重”比“玉兔二号”重一倍，约200多公斤，
其相较于“玉兔二号”的移动能力、移动形态
都将有所改善和提高，“希望2021年能够安
全可靠着陆火星，进行探测。”

2019年1月3日，中国嫦娥四号探测器成功在月球背面着陆。孙泽
洲表示，嫦娥四号着陆器和“玉兔二号”月球车唤醒后工作正常。截至
目前，“玉兔二号”月球车已在月面行走累计178米。

至于很多人对“玉兔二号”“走得慢”的疑问，他解释说，其实“玉兔
二号”走得并不慢。它不仅要走，还要科学探测，还得走得安全。“比如，
眼前有个石块，它就得多次进行近距离的线路规划。”

孙泽洲说，中国的月球探测、火星探测不是重复走别人的路，有自
己的特点。他说，我们不会止步于此，还会走得更远，将对火星及木星
进行探测，让航天器对其进行近距离接触。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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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国家在社会保险领域出台
多项新政策。这些新政策都是啥？快
来看一下。

养老金再涨5%左右
人社部、财政部3月联合下发《关

于2019年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
的通知》，明确从2019年1月1日起，
为2018年底前已按规定办理退休手
续并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企业和机
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提高基本养老金
水平，总体调整水平为2018年退休人
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的5%左右。预
计将有1.18亿名退休人员受益。

此次调整继续统一采取定额调
整、挂钩调整与适当倾斜相结合的调
整办法，定额调整体现社会公平，同一
地区各类退休人员调整标准基本一
致；挂钩调整体现“多缴多得”“长缴多
得”的激励机制，使在职时多缴费、长
缴费的人员多得养老金；适当倾斜体
现重点关怀，主要是对高龄退休人员

和艰苦边远地区退休人员等群体予以
照顾。

生育保险和医疗保险合并实施
国务院办公厅3月25日公布意

见，要求2019年底前实现生育保险和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

那么，两项保险合并实施后，会不
会影响职工所享受的生育保险待遇？

在3月25日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
行吹风会上，国家医疗保障局副局长
陈金甫表示，原有的生育保险规定的
生育保险待遇不变，只是在经办上改
变了享受的渠道，但没有改变参保范
围、没有改变生育保险设定的保障项
目和支付水平。随着社会发展和经济
的发展，生育保障只会越来越好，不会
降低。

上述意见明确要求，确保职工生
育期间的生育保险待遇不变。生育保
险待遇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
险法》规定的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

贴，所需资金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
金中支付。生育津贴支付期限按照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等法律法
规规定的产假期限执行。

核定调低社保缴费基数
社保缴费基数将迎来大变动。3

月26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
核定调低社保缴费基数。

按照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各地
由过去依据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
平均工资，改为以本省城镇非私营单
位和私营单位加权计算的全口径就业
人员平均工资，核定缴费基数上下限，
使缴费基数降低。个体工商户和灵活
就业人员可在本省平均工资60%—
300%之间自愿选择缴费基数。

有专家表示，降低社保缴费基数，
有利于减轻低收入者缴费负担，让更
多低收入者交得起社保，享受社保待
遇。同时，低收入者拿到手的工资也
有望增加。

5月1日起降低社会保险费率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降低社

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其中明确：自
2019年5月1日起，降低城镇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目前单位缴
费比例高于16%的省份可降至16%。

同时，继续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
和工伤保险费率。自2019年5月1日
起，实施失业保险总费率1%的省，延
长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的期限至
2020年4月30日。自2019年5月1日
起，延长阶段性降低工伤保险费率的
期限至2020年4月30日。

通过对《方案》实施效果的测
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预计
2019年全年可减轻养老保险缴费负
担1900多亿元，可减轻失业保险、工
伤保险缴费负担1100多亿元。三个
险种合计，全年可减轻社保缴费负
担3000多亿元。

（来源：新华网）

你的社保将有四大变化，快来看一下

教育部11日发布《禁止妨碍义
务教育实施的若干规定》，要求各地
教育部门进一步加强适龄儿童、少

年接受义务教育工作，于2019年上
半年尽快部署开展一次全面排查，
对机构或个人违法违规导致适龄儿

童、少年未接受义务教育的行为坚
决予以纠正，依法依规严厉查处问
责，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
务教育。

规定明确，校外培训机构不得
违法招收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
少年开展全日制培训，替代实施义
务教育；不得发布虚假招生简章或
广告，诱导家长将适龄儿童、少年送
入培训机构，替代接受义务教育；不
得有违反党的教育方针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培训内容，不得以“国
学”为名，传授“三从四德”、占卜、风
水、算命等封建糟粕，不得利用宗教
进行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

规定要求，适龄儿童、少年的父

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要切实履行
监护人职责，除送入依法实施义务
教育的学校或经县级教育行政部门
批准可自行实施义务教育的相关社
会组织外，不得以其他方式组织学
习替代接受义务教育。

此外，针对适龄残疾儿童、少年
因身体原因无法到校接受义务教育
的情况，规定提出，家长或其他法定
监护人应当向当地教育行政部门提
出申请，教育行政部门可委托残疾
人教育专家委员会对其身体状况、
接受教育和适应学校学习生活的能
力进行评估，确定适合其身心特点
的教育安置方式。

（来源：新华网）

教育部：坚决纠正妨碍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行为

尊敬的广大电力用户，因线
路施工停电，以下线路需配合停
电：

一、4月22日
1. 停电线路：110kV汛桥变

江南290线
停电时间：08:00～11：00
停电范围：浙江省台州市临

海市江南街道：建国村、外洋村、
临海市继忠机械有限公司、浙江
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4月23日
1.停电线路：110kV白云变

云府934线
停电时间：08:00～12：30
停电范围：浙江省台州市临

海市古城街道：白塔社区南边。
2.停电线路：110kV北洋变

北岩L033线
停电时间：08:00～14：00
停电范围：浙江省-台州

市-临海市-头门港区：台州港
泰渔业发展有限公司、临海市宏
光纸业有限公司、临海市红脚岩
网厂、临海市红脚岩渔港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临海市红脚岩渔港
渔船修造有限公司、临海市凯惠
钢管租赁服务部。

3.停电线路：110kV北洋变
北蒲L034线

停电时间：08:00～14：00
停电范围：浙江省-台州

市-临海市-头门港区：临海市
渔港物流有限公司。

三、4月25日
1.停电线路：35kV邵家渡变

东渡130线
停电时间：08:00～14：00
停电范围：浙江省台州市临

海市邵家渡街道：滩头村、下洋
底村、临海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市区供水分公司、沿海铁路浙江
有限公司、浙江台运集团有限公
司、中铁十一局集团第一工程有
限公司。

2.停电线路：110kV柏叶变
柏江L401线

停电时间：08:00～13：00
停电范围：浙江省-台州

市-临海市-古城街道：临海市
安信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3.停电线路：35kV东塍变东
井L376线

停电时间：08:00～13：00
停电范围：浙江省台州市临

海市邵家渡街道：大路魏村、山
下坦村、滩头村、下管村、上里洋
村、下洋底村、临海经济开发区
管理委员会、临海市东塍伞业辅
材厂、临海市宏远灯饰电器厂、
临海市铭亨果蔬专业合作社、临
海市乾程塑业有限公司、临海市
邵家渡街道溪边村村民委员会、
台州市泰唯鞋材有限公司、中国
铁塔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市分公
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浙江有限
公司临海分公司、中铁十一局集
团桥梁有限公司。

咨询电话：95598（电力服务
热线）：85281096

临海市供电局
2019年4月12日

停 电 公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