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报讯渊记者 陈王凤 通讯员 陈
燕 陈世清冤昨日上午袁由海南省气象
局尧 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尧
海南省总工会共同举办的野海南省第
四届气象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暨海南
省第二届天气预报技能竞赛冶在省气
象局三楼多功能厅开幕遥 省气象尧部
队尧民航尧卫星发射中心等部门共 25
个参赛单位近百名领队和参赛选手
参加了开幕式遥

开幕式后袁各项比赛正式拉开帷
幕袁在为期 2天的比赛里袁来自 25个
单位的 49名选手将进行理论知识和
业务规范尧实时天气预报尧历史个例
天气预报尧 预报系统 MICAPS 操作
等 4个科目的激烈角逐袁最终将产生
个人单项奖和全能奖袁个人单项奖分
别设省级组和市县组进行奖励遥除由
省气象局颁发个人全能和单项奖项
外袁获个人全能前三名的选手袁将授
予 野海南省气象行业岗位技术标兵冶
称号遥

一尧肉毒杆菌自身并不致病袁其产生的肉毒毒素才
是元凶遥肉毒杆菌又称肉毒梭菌袁是一种生长在常温尧非
酸性和厌氧环境中的革兰氏阳性芽胞杆菌袁广泛分布于
土壤尧淤泥及动物粪便中遥当食品的 PH值低于 4.5或大
于 9.0时袁或当环境温度低于 15益或高于 55益时袁肉毒
杆菌的芽胞不能繁殖袁也不能产生毒素遥 而且袁100益煮
沸 10分钟袁肉毒毒素就可被破坏袁从而失去致病性遥
二尧肉毒毒素中毒主要损伤神经系统遥 肉毒毒素中

毒分为中毒型和感染型曰没有明显的季节差异袁一年四
季均可发生曰 无明显的年龄和性别差异曰 一般有潜伏
期袁潜伏期为 12耀72小时袁潜伏期长短与摄入食品量及
肉毒毒素含量有关遥
三尧白血病是一类病因尚不明确的血液系统疾病袁

至今未发现与肉毒杆菌相关遥 至今为止袁科研界没有发
现白血病的发生和发展与肉毒杆菌之间存在关联遥
四尧饮料不是肉毒毒素中毒的高危食品遥 引起肉毒

毒素中毒的食品通常是因食品原料已被肉毒杆菌污
染袁含有肉毒毒素袁且在加工过程中未充分加热而导致
食物中毒遥
五尧 含乳饮料产品不具备出现肉毒杆菌污染和肉

毒毒素形成的条件遥 肉毒杆菌芽胞萌发生长的临界 PH
值为 4.5袁 即 pH4.5以下时肉毒杆菌的芽胞不能萌发生
长遥 而含乳饮料多为酸性食品渊PH约4.5冤袁因此一般没有
肉毒杆菌和肉毒毒素污染的风险遥 加之含乳饮料在生产
过程中都要经过杀菌的处理袁所以市售合格的乳饮料产
品理论上是不会含有肉毒杆菌的遥

商报讯渊记者 徐明锋冤近期袁
在微信朋友圈中流传一条关于野儿
童乳饮料中含有肉毒杆菌袁不要给
宝宝喝袁喝了会导致白血病冶的信
息袁引起了家长们的高度关注遥 为
使大家了解含乳饮料尧肉毒杆菌及
白血病有关科学常识袁昨日袁省食
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发布食品安
全消费提示袁要求食品生产经营者
应注重原料的安全检验和储藏环
境的控制袁注意生产环境及加工过
程的温度控制袁希望消费者注意正
确制备尧采购和储藏食品遥

儿童乳饮料中含有肉毒杆菌袁喝了会得白血病钥

省食安办辟谣：牛奶饮品理论上不含肉毒杆菌

1尧登高望远袁愉悦身心遥 金秋九月袁天高气爽袁这个季节
登高远望可达到心旷神怡尧健身祛病的目的遥平时适量的登高袁
不仅可以促进全身血液循环袁还可以增强心肺功能袁心肺功能
强了袁不仅提高了自身的免疫力袁还有美容的效果遥老年人若身
体条件允许袁去登山远眺遥 定会心旷神怡袁使一切忧郁尧伤感之
事顿时消散遥

2尧合理运动袁调养肺气遥 一场秋雨一场寒袁秋风肃杀袁天气
渐凉袁若坚持适宜的体育锻炼袁中医上来说不仅可以调养肺气袁
提高肺脏器官的功能袁而且有利于增强各组织器官的免疫功能
和身体对外界寒冷刺激的抵御能力遥但运动也有需要注意的地
方遥收集几个秋日运动保健注意要点袁希望大家动得健康袁动得
安全遥 秋日清晨气温低袁不可穿着单衣去户外活动遥 锻炼时不
宜一下脱得太多袁应待身体发热后袁方可脱下过多的衣服曰锻炼
后切忌穿汗湿的衣服在冷风中逗留袁以防着凉遥 秋天是锻炼的
好季节袁但此时因人体阴精阳气正处在收敛内养阶段袁故运动
也应顺应这一原则袁即运动量不宜过大袁以防出汗过多袁阳气耗
损袁运动宜选择轻松平缓尧活动量不大的项目遥 总之袁老年人
平时要注意保持乐观的情绪袁平静地看待季节转化尧气候变化袁
多到室外活动袁参加一些有益身心的休闲娱乐活动袁多与人交
流沟通袁参加一些体育锻炼袁让心情轻松愉快起来遥

商报讯渊记者 臧会彬冤昨日袁国际
旅游岛商报记者从海口市物价局获
悉袁 从 10 月 21 日海口部分平价蔬
菜销售价格上涨袁上海青每 500 克的
批发价格由 2.40 元调整为 2.60 元袁
零售价格由 2.80 元调整为 3.00 元曰
将菜心每 500 克的批发价格由 3.20
元调整为 3.50 元袁 零售价格由 3.60
元调整为 3.90 元遥其他平价蔬菜品种
销售价格不变遥

渊一冤比赛线路院环海南岛自行车
赛第 6赛段将于 10月 25日 10:00时
从琼中出发袁约 12:30时经 G223国道
陵水自治县英州镇进入我市袁 并在我
市的 G223国道尧 高速公路藤桥互通
连接道尧海棠湾区龙海路尧海棠北路尧
海棠南路尧江林路尧弯坡路尧G98高速
公路 230km至 252km路段袁 育新路尧
凤凰路进行比赛遥

渊二冤 交通管制时间院2015年 10
月 25日 12:30至 14:30遥

渊三冤交通管制路段院
1.G223国道 276km渊陵水县交界

处冤至 G98高速公路藤桥立交匝道口
路段曰

2. 藤桥立交匝道入口至龙海路路
段曰

3.海棠湾区龙海路全段由北向南
方向右半幅道路曰

4.海棠湾区海棠北路尧海棠南路
由东向西方向右半幅道路曰

5.海棠湾区江林路尧弯坡路由东
向西方向右半幅道路曰

6.G98高速公路 230km 渊即海棠
湾互通冤至 252km渊即火车站互通冤路
段由东向西方向右半幅道路曰

7.育新路全段由北向南方向右半
幅道路曰

8.凤凰路火车站十字路口至水城
路野T冶字路口路段由西向东方向右半
幅道路曰

9.水城路红树林酒店门口至凤凰
路交叉路口路段遥

渊四冤交通分流引导措施院
1. G223国道 276km渊陵水县交界

处冤至G98高速公路藤桥立交匝道口路
段和藤桥立交匝道入口至龙海路路段管
制期间袁禁止一切车辆驶入该路段曰

2. 海棠湾区龙海路全段由北向南
方向右半幅道路尧海棠湾区海棠北路尧
海棠南路由东向西方向右半幅道路尧海
棠湾区江林路尧 弯坡路由东向西方向右
半幅道路管制管制期间袁 前往海棠湾免
税及开发区酒店的车辆一律从G223国
道尧海岸大道等相连接道路绕行曰

3. G98高速公路 230km 渊即海棠
湾互通冤至 252km渊即火车站互通冤路
段由东向西方向右半幅道路管制期
间袁 从藤桥互通经高速公路前往三亚
市区或西线片区的车辆绕从 G223国
道至吉阳环岛后分流通行曰

4.育新路全段由北向南方向右半
幅道路管制期间袁由 G98高速公路前
往三亚火车站或市区的车辆袁 绕从荔
枝沟互通落笔洞路分流通行曰

5.凤凰路火车站路口至水城路口
路段交通管制期间袁 经凤凰路进入市
区方向车辆可按照以下提示通行 1提
前从机场路口往三亚湾路分流曰2提
前从羊栏经 G225国道渊回村路段冤往
解放路分流曰3从凤凰路火车站路口
右转经河东路分流遥

6.从凤凰路由东向西方向前往凤
凰机场及西线片区方向通行的车辆袁
可提前绕从金鸡岭路经 G225国道或
三亚湾路通行遥

渊一冤比赛线路院环海南岛自
行车赛第 7段将于 10 月 26 日
上午 10:00时从凤凰路出发袁并
在我市的凤凰路尧 育新路尧G98
高速公路 252km 渊火车站互通冤
至 308km渊乐东县交界冤路段进
行比赛遥

渊二冤 交通管制时间院2015
年 10月 26日 09:30至 10:50遥

渊三冤交通管制路段院
1. 凤凰路由西向东方向火

车站路口至水城路野T冶字路口
路段曰

2. 育新路火车站路口至高
速公路互通匝道口路段曰

3.G98 高速公路 252km 至
308km由南向北方向半幅道路遥

渊四冤交通分流引导措施院
1. 凤凰路火车站路口至水

城路口路段交通管制期间袁经凤
凰路进入市区方向车辆可按照
以下提示通行 1提前从机场路

口往三亚湾路分流曰2提前从羊
栏经 G225国道 渊回村路段冤往
解放路分流曰3从凤凰路火车站
路口右转经河东路分流遥

2. 育新路火车站路口至高
速公路互通匝道口路段交通管
制期间袁经凤凰路-育新路往火
车站乘坐列车的车辆可提前于
09:30时之前进入通行曰 比赛活
动开始袁 道路实行交通管制后袁
各方向车辆可在道路上短暂停
靠袁等待通行遥

3. G98高速公路 252km至
308km由南向北方向半幅道路
将于 10月 26日上午 09:40时期
实行交通管制袁经高速公路前往
凤凰机场尧天涯海角尧南山尧崖州
区或乐东等西片市县通行的车
辆一律绕从 G225国道通行遥

因比赛活动需要实行交通
管制期间造成的交通不便袁敬请
广大市民和游客谅解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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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注意了袁第十届环海南岛自行车赛期间

三亚这些路段实行交通管制
商报讯(驻三亚记者 李碧微)2015年第十届环海南岛自行车赛将于 2015年 10月 20日-28日在我省举行袁其中第 6尧7赛段分别于 10月 25

日和 26日将在三亚举行袁国际旅游岛商报记者从三亚市交警支队了解到袁为了做好自行车赛比赛期间的道路交通安全保卫工作和保障人民群众
的交通安全袁根据赛会活动要求袁结合赛事在三亚市举行活动的实际线路袁三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将对以下道路实行分时分段交通管制遥

第 6赛段交通管制和交通分流引导

第七赛段交通管制和交通分流引导

海口平价蔬菜
部分品种涨价

商报讯渊记者 肖卫香冤国际旅游
岛商报记者 20日从省考试局获悉袁我
省 2015年在职人员攻读硕士专业学
位全国联考将于 10月 25日举行遥 考
试地点在海南华侨中学高中部渊海口
市海秀路 59号冤遥从 10月 15日开始袁
考生可登录信息平台 (http://www.
chinadegrees.cn/zzlk) 下载本人准考
证遥
省考试局相关负责人提醒袁 考前

40分钟袁考生凭准考证尧身份证进入
考场袁并接受安全检查袁开考 15分钟
后禁止入场袁考试结束后考生方可离
场遥 广大考生务必提前打印好本人准
考证袁并根据考试时间安排准时参加
考试遥

今天袁我们多关心老人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

重阳节进补，不如早睡早起多运动
商报讯渊记者 徐明锋冤中

国将进入 野长寿时代冶袁10年
间袁90 岁以上老人已增长近
一倍遥 中科院专家研究发现袁
我国长寿老人的分布表现出
明显的地理聚集性遥 据此袁专
家描绘出了一幅长寿地图袁并
解开长寿的奥秘袁海南是全国
百岁老人密度最大的省份遥据
统计袁目前海南有百岁及百岁
以上长寿老人 1371人遥 换而
言之袁 海南平均每 10万人就
有百岁老人 13人袁 海南的长
寿指数居全国之首遥今日是重
阳节袁也是老人节袁让我们一
起关注老年人的身心健康遥昨
日袁国际旅游岛商报记者采访
了海南省保健养生协会副秘
书长尧 治未病诊疗师邱宏锐袁
分享老人在重阳节的养生之
道遥师邱宏锐建议老人可以从
起居和运动上进行养生遥

1尧早睡早起袁适当午睡遥叶黄帝内经遥素问遥四
气调神大论曳中说院秋三月袁早卧早起袁与鸡俱兴遥
也就是说袁秋季养生应早卧早起遥早卧袁以顺应阴
精的收藏袁以养收气曰早起袁以顺应阳气的舒长袁
使肺气得以舒展遥 如果秋季适当早起袁便可减少
或缩短血栓形成的机会袁对预防脑血栓发病有一
定意义遥 除了提高夜间睡眠质量外袁 还要有适
当的午睡来补充袁 午睡能使心血管系统舒缓袁并
使人体紧张度降低遥 秋季仍然昼长夜短袁人们往
往晚睡早起袁午睡不仅能让大脑和全身各系统都
好好休息袁 还可以有效地帮助人们保持心理平
衡袁预防心肌梗塞遥 据调查袁每天午睡半小时袁可
减少 30%患冠心病的可能性遥

2尧注意保暖袁适时添衣遥重阳节前后袁一天中
温差变化很大袁常有冷空气侵袭袁而使气温骤降遥
朋友们要注意及时添衣保暖袁增强体质袁防止感
冒发生遥 添衣与否应根据天气的变化来决定袁只
是不宜添得过多袁以自身感觉不冷为准遥常言道院
出门需防三尧九月若要安逸袁勤脱勤着袁因此应多
备几件秋装袁做到酌情增减袁随增随减遥 秋冬过

渡时节袁不仅出门在外要注意防寒保暖袁在家也
要随时预防感冒着凉遥 如袁可用冷水洗脸以加强
人体的抗寒能力曰勤晒被褥让紫外线杀菌曰多喝
热水促进新陈代谢曰多吃御寒食物以生热遥

3尧热水泡脚袁胜似补药遥 我国民间谚语也有
天天洗脚袁胜过吃药之说遥 因为足浴能促进血液
循环袁脚有人体的第二心脏之称袁脚离人体的心
脏最远袁负担最重袁因此这个地方最容易血液循
环不好袁故古典医学记载人之有脚袁犹似树之有
根袁树枯根先竭袁人老脚先衰袁特别是那些经常感
觉手脚冰凉的人袁足浴是极好的保健方法遥 泡脚
的水温不能太高遥许多人觉得只要在自己的承受
范围内袁水温自然是越高越好袁其实并不然遥泡脚
的最佳水温在 50益以下袁要求热而不烫袁感受水
温不要用手去测量袁最好就是用脚去感受遥 泡脚
最好用较深尧 底部面积较大的木质桶或搪瓷盆袁
能让双脚舒服地平放进去袁而且最好让水一直浸
泡到小腿遥泡脚后不能马上睡觉遥趁着双脚发热
的时候揉揉脚底袁及时穿好袜子保暖袁待全身热
度缓缓降低后再入睡效果最好遥

起居养生 早睡早起，适当午睡 运动养生 合理运动，调养肺气

省天气预报技能
竞赛在海口开幕

在职人员攻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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