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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立华 通讯员陈霓婷）
今年6月是全国第18个“安全生产月”，6
月21日上午，湛江市2019年建筑施工

“安全生产月”和“安全生产万里行”活动
现场观摩交流会在碧桂园·城邦花园举
行。会上，建筑施工企业介绍了项目施工
安全亮点及安全生产管理经验；企业代表
进行安全生产倡议集体宣誓；与会人员参
观了碧桂园城邦花园翰林苑工程项目。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建筑协会、市安
全监督机构、各施工企业、监理单位、重点
在建单位代表等600余人参加了活动。

安全质量放首位，促进全市建
筑施工安全生产水平提升

交流会上，碧桂园江中区域湛江城市
公司有关领导介绍了项目的开发建设情
况及集团的安全生产共同目标与策略，表
示要把安全和质量放在第一位，速度和效
益要让位安全质量。所有项目的进度都
要科学谋划，在保证安全质量、守法守规
的前提下才可推进。并根据政府对安全
生产的政策法规要求，制定了适用各项目
的安全责任制度、安全培训制度、安全器
械标准化、项目总周巡盘制度、安全月度
巡检制度、安全宣贯会议制度等。

沈阳腾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有关负
责人详细介绍了在建筑施工过程中的标
准化流程管理、安全文明施工管理、智慧
工地、扬尘治理及环保节能方面的经验和
做法，引起与会人员的极大关注。

湛江市麻章区政府与会领导对碧桂
园·城邦花园项目的建筑安全生产意识和
安全管理水平表示肯定，希望通过现场观
摩交流会，借鉴、推广好的经验和做法，进
一步发挥建筑施工安全质量标准化示范
工地的示范引领作用。

与会企业代表积极响应，集体倡议宣
誓，积极作好企业的安全管控工作，将安
全管理落实到现场。

湛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就我市建
筑施工安全质量工作提出具体意见：要充
分认识当前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形势的严
峻性；强化风险防范，制定风险排查制度，
增强化解风险能力；所有施工过程均须依
法依规；狠抓落实，确保各监管部门的监
管措施落地，安全质量管理工作推进；切
实提高建筑工程安全质量管理水平，加强
现场安全教育培训。

以“零伤亡”为目标，贯彻“安
全第一，以人为本”方针

对碧桂园·城邦花园翰林苑项目，业
界同行均给予高度评价。

记者在现场看到，项目划分为施工
区、安全文明展示区、工法样板展示区、材
料分类堆放区、集中加工区、安全体验区、
VR场景体验馆、建筑工人培训学校等。
施工现场还设置了扬尘噪声监测点、扬尘
控制雾炮机、车辆冲洗台、施工道路喷淋
和脚手架喷淋、塔吊喷淋等装置，充分贯
彻落实安全文明施工方针。

据了解，沈阳腾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积极投入、自主研发的TK360项目管理
系统，集合了现场安全、质量管控、项目任
务自动派发、资料追述、劳务管理等功能，
处于业界领先地位。项目还通过应用
BIM技术，对施工方案进行虚拟建造模
拟，以发现施工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和
风险，消除建造隐患，大大降低各种事故
发生的可能性。

作为市级示范观摩项目，碧桂园·城
邦花园项目总经理表示，将坚决贯彻落实
集团安全生产政策：项目总作为项目安全
生产第一责任人，一定要把安全、质量放
在第一位；同时集团加大投入，通过倒逼
式管理，项目总周巡盘、集团及区域月度
安全巡检、飞检及所有项目务必举办工地
开放等活动，倒逼现场安全文明施工标准
化的有效落地。

打造质量安全文明标杆项目打造质量安全文明标杆项目
——湛江市2019年建筑施工安全观摩交流会在碧桂园·城邦花园举行

图为活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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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了2019年
第二季度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报告。报告
显示，对下季房价，28.2%的居民预期

“上涨”，50.8%的居民预期“基本不变”，
9.8%的居民预期“下降”，11.3%的居民

“看不准”。
在消费、储蓄和投资意愿上，倾向于

“更多消费”的居民占26.4%，比上季提
高0.5个百分点；倾向于“更多储蓄”的
居民占45.4%，比上季提高0.4个百分
点；倾向于“更多投资”的居民占28.2%，
比上季低1.0个百分点。居民偏爱的前
三位投资方式依次为：“银行、证券、保险
公司理财产品”“基金信托产品”和“股
票”，选择这三种投资方式的居民占比分
别为49.8%、20.7%和17.9%。（中证）

2018年12月，民政部、公安部、自
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
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进
一步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的通知》（民发
﹝2018﹞146号），对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
工作作安排部署。当前，各地正按照六
部门部署，积极推进清理整治不规范地
名工作，但个别地方也存在政策标准把
握不够准确、组织实施不够稳妥等情况。

民政部区划地名司有关负责同志日
前表示，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是进一步
规范地名管理、传承和弘扬优秀地名文
化的重要举措。各地要准确把握政策，
严格按照有关法规和原则标准组织实
施，防止随意扩大清理整治范围。要重
点清理整治社会影响恶劣、各方反映强
烈的城镇新建居民区、大型建筑物中的

“大、洋、怪、重”等不规范地名。要进一
步规范工作程序，充分进行专家论证，广
泛征求各方意见，审慎提出清理整治清
单，严格按程序推进实施。要加强宣传，
为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工作营造良好氛
围。 （人民网）

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要
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顺应群众改善居
住条件的期盼。会议确定，要创新投融资
机制。今年将对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安排
中央补助资金。鼓励金融机构和地方积
极探索，以可持续方式加大金融对老旧小
区改造的支持。运用市场化方式吸引社
会力量参与。

网民“仇保兴”表示，城镇老旧小区综

合改造，一方面能够补齐幼儿园、小超市
等短缺的服务设施，另一方面也能开拓银
发消费、幼儿消费、绿色发展和节能减排
等新消费模式，持续有效地为国民经济创
造新动能。

加快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是重大的民
生和发展工程，但老旧小区改造也面临着
资金来源单一等问题。当前，多数老旧小
区改造资金主要依靠财政拨款，在居民呼

声最大的配套设施方面缺乏改造力度，物
业所属企业往往缺乏主动改造的动力。

网民“顾少华”认为，老旧小区的物
业，应引入社会资本进行市场化运作，搭
建产权主体与市场主体共建共享机制，实
现二次开发物业增值，取得效益和商机最
大化，形成收益回报机制。

“老旧小区越来越多，改造只依靠财
政显然不现实。”网民“日日新”表示，补助

资金只是“引子”，以市场化方式引入社会
资本，抓住居民生活中的“痛点”，对老旧
小区进行合理高效的改造，才能真正让城
镇老旧小区重新焕发“活力”。

网民“严跃进”表示，重点改善老旧小
区水电等配套设施，以及加装电梯等工
作，可以在不搞“大拆大建”的前提下，既
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又实现了存量资源
优化利用。 （经参）

老旧小区改造有待发挥市场力量老旧小区改造有待发挥市场力量

约 半 数 居 民 预 期约 半 数 居 民 预 期
三季度房价基本不变三季度房价基本不变

防止随意扩大不规范防止随意扩大不规范
地名清理整治范围地名清理整治范围

民政部：

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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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丽华 通讯员陈
伟雅） 无痛分娩会影响妈妈和宝宝的
安全吗？为积极响应国家卫健委“无
痛分娩”全国推广的号召，6 月 23 日
上午，国家分娩镇痛第一批试点单位
湛江市妇幼保健院开展“促进自然分
娩”公益活动，普及分娩镇痛新技术
和新理念，促进自然分娩。

活动以“见证臻爱—身临其境，
臻见分娩美妙之旅”为主题，包括分
娩情景剧、专家现场答疑、分娩镇痛
体验等多项内容。活动上，分娩情景

剧 《身临其境-臻见分娩美妙之旅》，
生动地向参与活动的准妈妈、准爸爸
科普无痛分娩知识。据了解，无痛分
娩医学上称为“分娩镇痛”，目前开展
最成熟、最安全、效果最确切的分娩
镇痛技术是椎管内阻滞，通过暂时阻
滞支配子宫的感觉神经，发生区域性
的麻醉效果，减少宫缩的疼痛。

“无痛分娩是否对胎儿有影响，是
否会引发产妇产后腰痛？”专家答疑环
节，湛江市妇幼保健院的产科及麻醉
专家，针对孕妇及家属提出关于无痛

分娩的问题进行了回答。专家表示，
无痛分娩对母婴无不良影响，起效
快，可降低产妇因不能耐受分娩疼痛
而行剖宫产分娩的比例，推动剖宫产
率逐步下降，提高产妇分娩方式选择
的科学性，进一步提升产妇和新生儿
健康水平。

据了解，此次活动旨在传递“快
乐分娩，享受生产”理念，让准妈妈
们体验新型舒适分娩方式，科学运用
分娩镇痛技术，消除对自然分娩的陌
生和恐惧，增强自然分娩的信心。

科学认识无痛分娩 提升孕妈生产幸福感
市妇幼保健院举行“促进自然分娩”公益活动

相比起练习爬行和行走，可能很多
家长都会忽视到俯趴对孩子发育的重要
性。专家指出，俯趴可促进宝宝肌肉的
发育，让孩子头型更完美，还可以让宝
宝认识世界的范围更加广泛，对于宝宝
来说，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运动。

专家劲介绍，宝宝在俯趴的时候，
可以刺激他颈背部及四肢肌肉的发育，
这些部位的肌肉发育好了，对他成长过
程中的抬头、竖头、翻身、坐、爬、行
走等很多运动发育都是有帮助的，能够
更好地促进上述后续大运动的发育。

“经常平躺的话，宝宝头部由于压
力的作用，会变得扁扁的。”柯海劲
说，如果在宝宝清醒状态下，让他翻转
过来多俯趴，就可以减少宝宝头部持续
受压的机会，让后脑勺不至于变得太过
于扁平。此外，当孩子只是平躺时，他
看到的只是白白的天花板，最多只是床
头挂着的几个装饰物。但如果是翻转过
来俯趴时，他视力所及范围就更广了，
这将更有利于他更好地认识世界、探索
世界。

俯趴也可以让宝宝的机体得到更充
分的锻炼。俯趴的过程不仅能提高宝宝
的机能，让身体长得更结实，而且还可
以消耗宝宝多余的能量，让宝宝不至于
长得太胖。宝宝在经过俯趴的运动后，
还可帮助宝宝改善睡眠。

怎样能让宝宝更好地俯趴呢？专家
指出，从俯趴的时间上来看，一般来
说，宝宝在出生一周后就可以开始俯趴
了。俯趴时，应选择在白天清醒状态
下、两餐奶之间进行，太困了或太饿了
都不是俯趴运动的好时机。当然，也不
要刚吃完奶就让宝宝俯趴，这样不仅让
他感觉不舒服，而且还可能会造成吐
奶。俯趴的时候要注意宝宝鼻子不要堵
住了。

俯趴时间方面，一般来说，新生小宝
宝一次俯趴的时间可能不会太长，随着
慢慢长大，他每天能俯趴的次数和时间
也会慢慢增加了，到了两三个月后，相比
起仰卧，很多宝宝可能会更喜欢俯趴
了。只要宝宝在俯趴的时候不会因为不
舒服而闹情绪，可以让他趴得久一些。

俯趴的时候，对于小月龄的宝宝，
爸爸妈妈可以在颈部轻轻按摩，和小孩
互动，或者拿一些玩具在旁边逗一逗
他，让他学会把头抬起来，或者随着物
体或声音转动头。如果宝宝刚开始还不
能很好地把头抬起来，俯趴时因为无法
呼吸或看不到而着急，可以把头趴在双
手上，帮助他把头撑起一些来。爸爸妈
妈不妨也趴下来或蹲下来跟宝宝一起玩
耍，增加宝宝对俯趴的兴趣。

（新华社）

俯趴好处多 宝宝多练习

社会上有一些观点认为每日适度
饮酒可预防中风，但中外团队日前在
英国《柳叶刀》杂志发表报告说，他
们开展的最新研究所得出的证据否定
了这一观点，随着酒精摄入量的增
加，高血压和中风的风险也会逐步提
高。

此前不少研究显示，过量饮酒会
增加中风的发生率，但对少量或适度
饮酒是否会增加或减少中风发生率，
一直以来未有明确定论。中国医学科
学院、北京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等机
构研究人员通过问卷调查，收集了中
国50多万名成年人饮酒情况，并展
开了长达10年的随访。

结果显示，与不饮酒的人相比，
平均每天饮酒量为1至2杯的男性中
风风险会增加10%至15%，平均饮酒
量达到4杯的男性中风的风险会增加
35%。轻度或适度饮酒并没有起到预

防中风的作用。
研究人员还对超过16万名调查

对象检测了两个遗传变异位点，这些
变异能影响人们对酒精的代谢能力及
饮酒能力。结果显示，由于遗传变
异，一些男性不能喝酒，降低了高血
压和中风的风险。

中国女性少有饮酒，因此在女性
人群中，同样的遗传变异对血压或中
风风险影响甚微。这也提供了一个有
效对照组，进一步确认男性中所观察
到的遗传变异对中风风险的影响是由
饮酒而非其他因素所致。报告共同通
讯作者，牛津大学教授陈铮鸣说，适
度酒精摄入对中风不仅没有保护作
用，还会增加罹患这类疾病的风险。

研究人员表示，这项研究所揭示
的在东亚人群中酒精对中风不良影响
的结果，应该适用于全球其他人群。

（新华社）

适度饮酒也不安全
中风风险仍增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