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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做好农村危房
改 造“ 扫 尾 ”工 作

本报讯（特约通讯员 宋伟光）6 月 12
日，市住建局调研组深入雷州市调研督导
农村危房改造工作，要求当地切实做好农
村危房改造“扫尾”工作，把国家惠民政策
落细、落实，确保如期实现相对贫困户住
房安全有保障的任务目标。
调研组一行到雷州市杨家镇锦坡和
井尾两个村委会，深入危房改造户，与贫
困户进行交谈，详细了解他们的家庭人口
数量、建房面积、建房资金来源、生产就
业、家庭收入等情况，并听取相关负责人
汇报，全面掌握农村危房改造工作情况。
由于近日强降雨天气频繁，调研组要求各
级切实做好防御工作，保障群众生命安
全，要加快建档立卡贫困户住房安全保障
的收尾工作，让贫困户住上安心房。同
时，要求认真完善资料归档，按“一户一
档”的要求做好农户档案信息。
在开展农村贫困户危房改造中，巿住
建局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
倒排工期、挂图作战，成立督导组对各县
（市、区）进行督导，对建档立卡贫困户进
行逐户核查，并开展“回头看”专项整治，
使危房改造工作扎实开展，有力遏制了在
农村危房改造中虚报冒领、优亲厚友、克
扣截留、贪污挪用、拖欠补助资金和向享
受补助农户索要“回扣”
、
“手续费”等侵害
群众利益的问题发生。该局一直与市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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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开净销 3 个亿
个亿：
：
钰海豪庭背后的秘密
本报讯 6月13日，
在万众期待之下，
钰海豪庭盛大开盘，
现场座无虚席，
当天劲
销3亿元，
首批1/2号楼房源基本售罄。
舞台上精彩表演不断，台下客户热
情高涨。他们有的拿着户型图品读讨
论，或是向工作人员询问购房流程。选
房开始后，现场氛围推向高潮，机会稍纵
即逝，客户选定之后一路奔向签约区，以
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拿下。从选房到
签约付款一气呵成，只为尽快成交。
首开劲销绝非偶然，而是其过硬实
力、非凡品质带来的必然，钰海豪庭究竟
有何实力？

地段地段，还是地段
买房除了自住，还要考虑其区域的
升值力。钰海豪庭位于霞山城区核心位
置，毗邻多条主干道，生活配套醇熟，紧
握城市优渥资源，热土之上的品质社区
当然是置业优选。
钰海豪庭每一席住宅，270°三面望
海视野，生活不止有城的繁华，更有海的
惬意。海景房有限，价值估量值得期待。

雷州市杨家镇锦坡村委会一危房改造户新建好的房子。宋伟光 摄
委保持密切工作联系，驻局纪检组积极参
与介入农村贫困户危房改造工作，提供坚
强的纪律保障。
农村危房改造是一项政策性较强的
民心工程，为了防止个别农户违反政策，
在建房时盲目攀比、贪大求高，不切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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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建房标准、面积超标等。市住建局对
此高度重视，由专人负责，对数据严格核
实，对存在疑问的改造户开展拉网式排
查，做到不漏一户，不存半点可疑，善始善
终做好我市新时期精准扶贫建档立卡贫
困户农村危房改造的
“扫尾”工作。

内外兼修，至臻品质
钰海豪庭毗邻“湛江第一小学”，项
目自配双语国际幼儿教育。住宅中岛式
无边际泳池，仅针对业主开放；引进日本
黑松和日本罗汉松等高级绿植，匠心打
造独特海浪形态园林；高高的入户大堂、
全进口三菱电梯……以高品质迎接每一
位尊贵住户。

高增值面积 N+1 全龄户型
钰海豪庭充分利用近海优势，设计
大开大合：7m 观海阳台，户户望海；结合
全龄生活状态，设计 N+1 户型，增值面积
高达 33㎡，得房率超 107%，无论是新婚
之家、二胎之家、四代同堂，百变户型都
能一一满足。
从地段到到配套，从品质到户型，钰
海豪庭匠心打造产品。钰海豪庭湛江海
居之作，承袭众多优秀基因精筑而成，备
受 市 场 追 捧 。 首 开 劲 销 ，亦 是 意 料 之
中！
（刘蕊）

开展全程监督施工
“双随机
双随机、
、一公开
一公开”
”抽查
本报讯（特约通讯员 宋伟光）6 月 9
日，市住建局开展建筑施工监管“双随机、
一公开”现场抽查活动，市纪委驻市住建
局纪检监察组全程监督，当场宣布抽查结
果，提出整改要求。市住建局建管科、质
安科、安监站、质监站等部门和单位有关
负责人参加活动。
这次
“双随机、
一公开”
抽查的对象是南
亚热带作物研究所热带果树生物学综合实
验室建设项目和东新豪庭商品房项目，
内容

包括：
企业资质合规情况；
项目现场管理人员
在岗履职（项目用工实名管理落实情况，
项目
负责人、
总监理工程师、
安全员、
质量员在岗
执业履职等行为）情况；
项目现场建筑农民工
工资支付及相关制度执行落实情况；
项目落
实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情况等。
活动旨在通过随机抽查，进一步促进
施工单位规范资料台帐管理和工程用工
行为，维护用工企业和施工现场人员合法
权益，加强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措施。在

检查工作中，对没有按照规定落实人员到
岗履职、施工管理资料存在不实情况，检
查组当场加以制止和纠正，并督促其按照
相关法律规定和有关要求进行规范。
驻市住建局纪检监察组强调，纪检介
入抽查，将重点解决检查任性、执法扰民、
执法不公、执法不严等问题。通过形成强
大威慑力，推动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强化
自律规范，促进我市建筑市场更加健康地
发展。
开盘现场座无虚席。李嘉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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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解答 夏天出汗哪种情况是属于正常的？
文/通讯员 韦兰珍
夏天到了，
气温一天天升高，我们开始
出汗了，尤其是胖的人，动不动就出汗。很
多人说出汗是好事，
可以排毒，
也有人说出
汗是“虚”的表现，针对这个每个人都会遇
到的问题，到底怎么认识呢？
本期笔者请到湖光镇叶泽富医生，他
来为大家解答夏天出汗哪种情况是属于正
常的？
叶医生告诉笔者，以下四种情况出汗
都是属于正常的。
一、温性出汗
由交感神经调控，但节后神经纤维递
质是乙酰胆碱。是由外界温度升高而引起
的，一般除手掌和足趾以外，全身其他皮肤
都可出汗。通过出汗发散热量调节体温。
出汗是人体调解体温的一种体制，夏天坐
着工作，每天的发汗量约为 300 克;体力劳
动时可提高 10 倍。
二、精神性发汗
由副交感神经调控。是由精神兴奋或
痛觉刺激等原因所引起，发汗主要见于手
掌、足趾和腋窝 3 个部位。人在精神紧张

时手心会出汗，即属于精神性出汗。精神
性出汗从加刺激到发汗的潜伏期极短，只
有数秒到 20 秒。所以在紧张、恐惧、兴奋
等精神因素影响下，神经冲动从大脑皮质
传递到手掌小汗腺部，去甲肾上腺素的浓
度升高，导致小汗腺分泌排泄活动短期内
迅速增强，即产生手掌精神性出汗。也有
学者认为另有精神出汗中枢，常保持有兴
奋性，一加刺激后即产生反应性出汗。精
神性出汗在掌跖处表现最为明显，也可见
于手背、头面、颈部、前臂和小腿等处。少
数人在高度精神紧张时，甚至会出现汗如
雨下，
汗流浃背的全身大汗情况。
手足出汗较多的也由副交感神经兴奋
引起，表现为手掌，足底多汗.轻度患者仅
表现为手掌湿润，重度患者手掌可分泌出
肉眼可见汗珠.出汗时多伴有手掌冰冷。
因手部皮肤常处于潮湿，浸泡状态，手掌蜕
皮明显，常伴有皮炎。冬季时因肢端湿冷
可导致冻疮，皮肤溃烂等症状。患者往往
自儿童或少年时起出现手掌等部位的多
汗，影响日常生活及工作.手部多汗容易影
响手操作的灵活性，
干扰手工操作，患者因
避免与别人握手而影响人际交往，并产生

躲避，
焦虑的心态。

反应、自主功能失控状态、其他慢性感染性
疾病均可出现夜汗症。

三、味觉性出汗
属于一种生理现象 ,如吃某些刺激性
的食物 (辣椒、大蒜、生姜、可可、咖啡 )后
引起的多汗。
四、折叠运动性出汗
属于一种生理运动，
所产生的汗。
叶医生告诉笔者，遇到以上这些情况
都是属于正常出汗，若排除上述外界环境
因素影响，在头面、颈胸、四肢、全身出汗超
出正常者，就是异常出汗，
称为
“汗证”。
异常出汗：
1、糖 尿 病 多 汗 症 (diabetes mellitus)：有 3 种类型；严重的低血糖发作时出
现的多汗；周围神经病时发生的上半身代
偿性多汗症，下半身无汗；主要发生在面、
颈部的味觉性多汗。
2、感染性疾病、风湿性疾病等会引起
异常出汗：如结核病，会引起盗汗潮热，还
可因心血管心内膜炎、淋巴瘤、甲亢、系统
性血管炎、嗜铬细胞瘤、类癌综合征、撤药

下面就来举几个异常出汗的例子，方
便大家更好地认识：
1.自汗：不论早晚，是否活动，也不受
天气冷热等因素的影响，时不时就出汗，活
动的时候尤其明显，休息之后缓解不明显。
2.盗汗：熟睡时出汗，醒来出汗就停
止，常常醒来后发现皮肤湿润有汗珠，或床
单、衣服汗湿。
3.黄汗：出的汗为黄色，容易沾染衣
服，以腋窝处最为明显。黄汗可见于患黄
疸病的病人，也可见于无明显黄疸的患者。
4.头汗：出汗部位在颈部以上，以头面
部为主，常不自主出汗。
5.额汗：不论气温高低，只有额头出
汗。
6.半身汗：出汗只在身体一侧，多见于
肌肉萎缩、中风及截瘫病人，汗出常见于健
侧，无汗的半身常是病变的部位。
7.手足心汗：手心、足底常常出汗。
8.胸汗：胸前出汗。
9.阴汗：前阴处常有湿汗，严重时大腿

世界献血者日：献血小知识 你了解多少
2020 年 6 月 14 日是第 17 个世界献血者日 ，
今年的主题是“安全血液拯救生命”；口号为“献血，
让世界更健康”。那么，献血者需要满足哪些基本
条件？献血对身体会有影响吗？献血前后应该注
意什么？今天，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血液科主
任丁晓庆为大家解答有关献血方面的小知识。
1、献血者需要满足哪些基本条件？
首先献血者本人应该是健康的，年龄在 18-55
周岁，身体状况好的，没有献血反应的可以适当延
长至 60 岁；体重：男性大于 50kg，女性大于 45kg，
没有低血压高血压心脏病传染病，血压一般收缩压
大 于 90mmHg 小 于 140mmHg，舒 张 压 大 于
60mmHg 小于 90mmHg，没有贫血，血红蛋白女

性大于 110g/L，男性大于 120g/L，献血前要做健
康征询及基本的体检和血液相关检查。
2、献血对身体会有影响吗？
按照正规要求的献血对身体没有影响，通常的
献血量是 200ml、300ml 或者 400ml，人体血液大
概占体重八分之一，献血后血液黏稠度会下降，红
细胞携带的氧气向大脑的养料供应会更加流畅，所
以人会感觉神清气爽。另外，在献血之后会刺激骨
髓进行造血，生成更多新鲜的红细胞、白细胞和血
小板，有效改善机体功能。
3、献血间隔期是多久？
一般献全血间隔半年，
成分血相对短一些。
4、献血会被传染疾病吗？

不会。献血者献血前会对乙肝病毒、丙肝病
毒、艾滋、梅毒等传染病进行相关检查，对献血者用
的采血器都是经过检验的合格产品并且是一次性
使用，
不会重复使用。
5、献血前后应该注意什么？
献血前，要注意清淡饮食，不饮酒吸烟；保证充
足睡眠；空腹献血。
献血后，针眼处要压迫 10-15 分钟，4 小时内
针眼处保持清洁；当天不从事危险做业；多饮水，饮
食要清淡，进食不要过量，适当进食含铁丰富的饮
食，优质蛋白，维生素丰富的饮食；注意休息，不熬
夜。
（人民网）

根部内侧也潮湿。
汗证是人体阴阳失调、肌表腠理开合
功能异常而导致的汗液排泄失常，病因多
为体虚又感染风寒、大病初愈身体虚弱、思
虑忧愁过度、情绪不好、偏好进食辛辣食物
等，症状严重的时可能困扰我们的日常生
活。
那么针对异常出汗，医生有以下建议：
1.加强锻炼，增强体质，少食辛辣上火
食物，切勿饮酒，适量增加高蛋白质食物增
加免疫力，避免思虑过度，保持心情愉悦，
注意劳逸结合。
2.被褥、铺板、睡衣等，应经常拆洗或
晾晒，保持干燥，并应经常洗澡，以减少汗
液对皮肤的刺激。出汗之后应及时擦干汗
液，更换内衣，避免受凉感冒。
3.个人体质不同，出汗原因也不尽相
同，千万不能盲目瞎对照，更不能囿于“自
汗属阳虚，盗汗属阴虚”之说，胡乱进补食
物或药物，最好因人施药、因人施膳。
4.甲亢、糖尿病、低血糖、肢端肥大症、
嗜铬细胞瘤等疾病可导致继发性多汗，及
时就医针对病因治疗，效果较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