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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登区工信局开展“5·15全国碘缺乏病日”宣传活动
本报文登5月20日讯(记者

王丽娜) 2020年是消除碘缺乏
危害的收官之年，为进一步增强
文登区人民群众防治碘缺乏病
的意识，降低地方病发病率，坚
持科学补碘，预防碘缺乏病，提
倡健康生活方式，结合省卫健委

《关于开展重点地方病控制和消
除评价省级抽查复核暨地方病
防治专项攻坚行动省级技术评
估工作的通知》要求，5月15日上
午9点，文登区工信局牵头，联合
文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文登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和威海市裕
海盐业有限公司，在市中广场开
展了“5 . 15全国碘缺乏病日”宣
传活动。

2020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全
国人民齐心协力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疫情使我们更团结，也让
大家更加重视健康。5月15日是
第27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的
宣传主题是：“众志成城战疫情，
科学补碘保健康”，呼吁大家在
防控新冠疫情的同时关注饮食
健康，做到科学补碘，坚持食用
碘盐，学习健康知识，主动参与
到各类疾病的预防和控制中来，
从而建立更健康的未来。

本次活动以悬挂横幅、摆放
宣传展板、设立咨询台、发放盐
勺和宣传单等丰富的表现形式，
让市民更好地了解碘缺乏病对
不同人群造成的危害，特别是对
胎儿和婴幼儿大脑发育关键期
造成的损害，认识到坚持食用加
碘食盐的必要性。

威海地区三面环海，很多人
误以为威海人并不缺碘。但这是
一个误区。根据山东省卫健委的
数据显示，本地儿童与外来儿童
尿碘含量差异不大;不同年龄段
儿童的尿碘含量亦无差异。这说

明威海地区儿童尿碘含量偏低
比例较高。

威海地区居民虽然有进食
海产品的习惯，但由于居民进食
海鱼、海虾的消费量并不多，食
用次数也不频繁，通过这些食物
摄入的碘不能满足人体每日对
碘的需要量。紫菜和海带的碘含
量是最高的，但食前往往要用水
浸泡和多次冲洗，大量无机碘都
从水中丢失了。海产品对膳食碘
的贡献率也很低。因此，即便是
沿海地区，也应加强碘盐的食
用,以防治身体缺碘。

(一)如何识别真假碘盐?
家庭检查真假碘盐可以先从

食盐的外包装着手。碘盐的包装
材料是塑料复膜，有蓝色“加碘”
二字标识，并有白色“精制食盐”
四字说明，国家规定全国所有碘
盐必须贴有防伪“碘盐标志”。实
在难以辨认，可以去找疾病控制
部门解决，他们有专用的化学试
剂，只需往盐上滴一滴药水就能
做出判断。

碘盐标志的含义是：把碘的
化学符号英文小写字母“i”形象为
健康人，体内有“碘”字，外面的正
方形为盐的晶体结构，对角上印
着“食”盐”字样。激光防伪标志上
的人体图形周边闪烁着霓虹，正
方形底部有一弧形彩色闪光点。

(二)碘缺乏对人体的危害
1、胎儿期：会造成孕妇的早

产、流产或死胎的发病率增高，先
天畸形发病率增高。

2、新生儿期：新生儿甲肿、新
生儿甲状腺机能减退。

3、儿童和青少年期：智力落
后、体格发育落后、单纯聋哑。

4、成人期：甲状腺肿大及其并
发症、智力障碍。

(三)聪明的脑子离不开碘———
科学补碘

1、科学的食用碘盐，炒菜时等
菜快熟时再加盐。

2、经常食用海产品如海带、紫
菜、海鱼等。

3、购买碘盐时，请认准带有碘
盐标志防伪技术的袋装碘盐。

(四)坚持食用碘盐，享受健康
生活

什么是碘缺乏病？
碘缺乏病是由于自然环境中

碘缺乏造成机体碘营养不良所表
现的一组有关联疾病的总称。它
包括地方性甲状腺肿，克汀病和
亚克汀病，单纯性聋哑，胎儿流
产，死产和先天畸形等。

缺碘对人体有哪些危害？
人体缺碘，甲状腺分泌减少，

因此，引起甲状腺功能低下，发生
在不同年龄阶段，产生一系列不
同程度和不同形式的损害和异
常，造成智力低下、呆傻、白痴等
智力残疾。

关于这“碘”事

购物遇退款诈骗，民警神操作挽回损失
本报文登5月20日讯(通讯员 辛

浩琳 吕莉) 5月16日15时许，龙山
派出所接到辖区一市民徐女士报警
称银行卡上的现金被骗走了46000
元。

接到报警后，民警迅速联系报警
人徐女士了解详细情况，当天下午徐
女士接到一陌生电话称其是第三方
支付平台客服，其快递物品发生损坏
需要对其进行赔偿。徐女士经简单核
对发现对方提供的确实是自已的快
递单号，于是按照对方要求关注相关
微信及公众号，随后在公众号输入自

己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后通过支付

宝和相关银行卡进行所谓的赔付款

转账操作。操作过程中，徐女士发现

自己名下银行卡余额莫名少了四万

六千元钱，并且对方要求其到支付宝

借呗借款进行所谓的清零操作并将

贷到的钱转到他们平合。徐女士在进

行操作过程中感觉不对劲儿就来到

派出所报警求助。

民警见状后立即让徐女士停止

手机操作并挂断电话终止其借款转

账流程，为其挽回27000元损失，随后

在检査徐女士手机微信及相关银行
账户过程中发现其手机收到疑似木
马病毒的信息及银行账号被异地登
陆。见此情景，民警迅速驾车与徐女
士一起到相关银行查询，发现其账户
在异地登录，卡上46000元钱被异地
操作内部转账，随时可能被取走。民
警立即让徐女士修改银行卡密码并
在柜台将卡上的46000元钱取现。期
间，陌生电话一直不停试图拨打徐女
士电话，现金取现后电话再也没有响
起。徐女士攥着被保住的四万多元钱
对民警表达真挚的谢意。

职工违约，用人单位无须支付经济补偿
本报文登5月20日讯(通讯员 王

健) 2018年12月9日小张到某机械公

司工作，双方签订劳动合同，并在合

同书中约定“请假需向人力资源部提

交书面假条，经批准后休假，非疾病

原因不准通过其他方式请假”，当日，

公司人力资源部门组织小张等8名新

入职员工一起学习规章制度，其中规

定：未经单位批准随意休假，视为旷

工，连续旷工5日为严重违反规章制

度，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小张等人学

习后，每人均书写“已学习该规章制

度，并同意遵守，若违约同意解除劳

动合同”等字样的保证书交给单位。
2019年9月初小张接到老家表姐

要结婚的消息后，向单位请假，单位

以新接到一批紧急订单为由拒绝小

张请假。9月17日上午，车间主任未见

小张上班，故电话联系，小张告知已

在回老家火车上，昨晚微信向班长请

假7天。9月25日，单位以小张未按规

定请假且连续5天未上班，视为旷工5
天，严重违反单位规章制度为由解除

劳动合同，并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送达给小张。
《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者严重

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用人单位

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本案中，小张与
公司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了请假形式，

而小张未按规定请事假，且未经批准

就已休假，在入职当日公司组织小张

学习了单位规章制度，小张知悉该规

章制度，并同意遵守执行，因此公司

对小张未经批准的休假按旷工处理

及连续旷工5天视为严重违反单位规

章制度而解除劳动合同并无不妥。

文登区落实

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缴存制度

本报文登5月20日讯(通讯员 王晓刚 王健)
近日，文登区人社局组织召开全区落实农民工

工资保证金制度会议。区财政局、住建局、交通局、
水利局、行政审批局等相关单位分管负责人参会。

各单位共同学习了《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等15部门关于印发山东省农民工工资支付
监管平台管理办法的通知》《威海市保障农民工工
资支付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威海市工
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管理办法(试行)>
的通知》两个文件，强调结合即将实施的《保障农
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加大推进农民工工资支付监
管平台建设工作力度，确保各项制度落实到位。

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加大推进保障农民
工工资支付监管平台建设工作，严格落实实名制、
工资专用账户、银行代发工资、预警信息处置等各
项制度，实现2020年工资专用账户在线开设率达
到100%、银行平台代发率到达100%。

两集市蟊贼双双落网

随着生产生活秩序的恢复，集市上的小偷也
开始了自己的“工作”，赶大集获取不义之财。日
前，文登分局特巡警大队便衣民警在梁家沟集市
便衣巡逻时，发现一老年妇女形迹可疑，遂对其进
行跟踪，就在该妇女在一摊位盗窃作案后正欲离
开之际，便衣民警迅速将其抓获，在其身上查获被
盗的蒜苔和玉米面。隔日，便衣民警在梁家沟集市
将一正在盗窃群众手机的男子抓获，当场缴获被
盗手机两部，有力的打击了小偷们的嚣张气焰。

通讯员 曲彦霖

医疗保险中断后

请大家及时衔接
根据威政发【2015】32号文件第六章基本医疗

保险制度的转接，第三十九条规定：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参保人员转为参加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时，连
续缴费或者中断缴费3个月内参保并补齐欠费(含
政府补助)的，自参保缴费之日起享受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待遇；中断缴费超过3个月的，需缴费满3个
月后方可享受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比如刘女
士，她2018年和2019年参加的职工医疗保险，但
2020年1月份在单位辞职中断，4月15日又缴纳城
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刘女士4月6日因病住院，4
月11日出院，所以根据上述政策解读，她出院时就
不可以享受居民医疗保险报销待遇。所以在此提
醒广大市民在医疗保险中断时要及时进行衔接，
以保证医保报销待遇正常享受。

通讯员 滕娣

八旬老人气道梗阻窘迫“教科书”式急救赢先机
本报文登5月20日讯(记者 王丽

娜 通讯员 丛俊英) 5月9日上午
11时许，文登区人民医院耳鼻喉门诊
电话铃声骤然响起，值班医生于海娜
接通电话——— 急诊科通知协助出诊。
原来是文登区福泰养老院一位老人
出现“食道异物”，生命危在旦夕。于
大夫接到电话后与“120”值班医护人
员会合，迅速赶往养老院。

在救护车上的医护人员根据报
警人员所述的“食道异物”和临床经
验，初步诊断为气道梗阻。到达后，他
们跟随等候在门口的工作人员进入
患者所在房间。边走边了解到：患者
为老年男性，85岁，吃馒头时突然出
现噎食，工作人员予以取出口内部分
食团，但老人仍然不能正常呼吸。

进入房间，观察到老人在工作人
员的帮助下呈垂头坐位，呼之不应，口
唇青紫，呼吸停止，颈动脉尚有搏动，
依据这些征象诊断为气道梗阻窘迫。

于大夫迅速探查患者口内，未探
及异物，随行的急诊科医生王福平迅
速跪坐于患者身后，双臂环抱患者腰
部，一手握拳，拳眼放在患者脐上两
横指上方，另一手抱住拳头，连续快
速向患者的后上方冲击数次，异物没
有吐出。这时，体格强壮的“120”救护
车司机替换急诊医师，以同样方法冲
击，患者胸腔内有明显气流冲击声，
异物仍未吐出。

他们将老人平躺于硬板床上，于
大夫再次以手指伸入口内探查，发现
患者舌根下方可探及软性食物团块，
随后以喉镜挑起舌根，打开气道，他
们相互配合，密切协作，王大夫横跨
在患者大腿外侧，一手以掌根按压脐
上两横指位置，两手掌交叉重叠，连
续、快速、用力向患者后上方冲击，于
大夫继续开放气道观察，反复冲击多
次，一个枣样大小的白色食团被冲击
出气道达咽腔，取出食团后，继续开

放气道，边观察边冲击，在两人的密
切配合下，先后取出大小成形食团三
块，随着异物排出及按压胸廓，老人
呼吸道梗阻解除，出现呼吸动作且逐
渐恢复规律呼吸，面色由青紫逐渐转
为正常。在此过程中，护士也为患者
开放静脉通道、吸氧。

患者逐步呼吸平稳，面色正常，
但仍呼之不应，处于昏迷状态。他们
将患者抬上救护车，送往医院做进一
步治疗，途中，患者血压正常，呼吸顺
畅，口唇面色正常。

住院次日，患者恢复清醒，病情
稳定，脑CT等检查未见脑部及其他
器官损伤，不日即可康复。

从调度中心到急诊科，再到耳鼻
喉科，再至现场，环环相扣，以精湛的
医疗技术在15分钟内成功救治患者。
救死扶伤是他们的天职和使命，文登
区人民医院全体职工将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以专业的诊疗技术更好的服
务于广大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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