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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线实录

关注民生 服务市民965369

大秦直击大秦直击

市民杨先生反映：7 月 18 日
他母亲在西安市高陵区出了车
祸，被撞成重型脑损伤、全身骨
折，母亲到现在还在医院昏迷未
醒，住院治疗的费用很大，自己
已经无力支撑，当地交警部门还
没出具事故责任认定书。

请公安高陵分局交警大队
速查并回复本报！

市民某女士反映：她家住在
咸阳市旬邑县张洪镇，镇上有一
个叫博易教育的培训机构，在无
证的情况下开班授课。

请咸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速查并回复本报！

市民高女士反映：她在西
安高新区居住，几天前买了两
张 7 月 30 日陕西大剧院西安音
乐厅的票，但是西安已经发布
了疫情管控通知不能聚集，她
希望退票，而大剧院的人不给
退。自己觉得很不合理，请相
关部门关注。

请西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速查并回复本报！

（以上信息为本报热线实
录，请相关部门及时核查后，将
核查及处理结果通过新闻传真
029—82223112回复至本报）

本报记者葛兰整理

“七月半八月半，蚊子嘴似钻”，
农村有句俗话这么说，充分说明了
蚊子的厉害。现在正是蚊虫猖獗的
时期，被蚊虫叮咬后可能会出现严
重的感染，尤其是婴幼儿皮肤娇嫩，
叮咬后因痛痒难忍用手乱抓，极易
出现感染。

记者昨日了解到，西安市儿童
医院近日就收治了这样一例幼儿患
者，被蚊虫叮咬后因未重视导致的
严重感染。1岁 8个月的萌萌（化
名）3天前在家时右侧臀部被蚊虫叮
咬出现红肿，当时红肿并不是很大，
可能因为痒，孩子用手乱抓，出现感
染，红肿迅速扩大，患儿出现高热、
精神差，家属自行给孩子口服药物
及碘伏消毒治疗。

可是萌萌病情急速发展，出现
右侧臀部、右侧腹股沟区、右侧下腹
壁及阴囊红肿，家属遂挂急诊到西
安市儿童医院治疗，之后以“坏死性
筋膜炎”收入西安市儿童医院普外
二科。经过医生检查发现，萌萌右

侧臀部、右侧腹股沟区、右侧下腹壁
及阴囊红肿，腹股沟区皮肤硬肿，局
部皮温升高，疼痛拒碰。

通过病史、查体及彩超、血常
规等检查诊断为坏死性筋膜炎
（右侧臀部、腹股沟及下腹壁），萌
萌精神差，病情重，科室讨论后认
为萌萌皮下大量积脓，皮肤张力
高，需要尽快进行坏死性筋膜炎
切开减张术，以防皮肤大面积缺

血坏死。急诊手术治疗后，通过
多处切开减压和排脓引流后，萌
萌术后体温很快降至正常，但是
彻底康复还需要一段时间。据了
解，从萌萌被叮咬部位引流出的
大量脓苔及坏死筋膜，皮下大量
积脓，超过 100ml。

西安市儿童医院医生提醒：夏
天蚊虫叮咬不可避免，但一定不能
粗心大意。蚊虫叮咬后，发生红肿
痒痛，可局部涂止痒剂，常用的止
痒剂有清凉油、风油精、绿药膏等，
也可以用花露水稀释后涂擦局
部。切记避免宝宝用手乱抓，因指
尖细菌较多，容易出现感染。局部
出现感染、红肿、脓性分泌物时，应
及时清洗被叮咬的部位，涂抹红霉
素软膏等。如果被咬处明显增大，
并疼痛明显，出现发热，一定要及
时到医院就诊，切不可在家自行观
察或处理，以免感染加重，出现萌
萌这样的情况。

文/图 本报记者葛兰

本报讯（记者 李佳 实习生
李子涵）近日，518名渣土车司机走
入考场，在 8名交警的现场监考
下，共同参加驾驶员安全知识考试，
就像是一场渣土车行业的“高考”，
考卷上的每一道题都与《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

据了解，为深刻汲取“7·14”
“7·17”“7·18”交通事故教训，全面

加强建筑垃圾清运行业源头教育
管理，及时遏制渣土车交通事故发
生。交警碑林大队以建筑垃圾清
运从业人员交通安全教育为主题，
面向全辖区建筑垃圾清运企业组
织了一次为期 4天的交通安全培
训讲座，经过扎实的交通安全知识
培训学习后，以书面、闭卷的方式，
对渣土车司机们现场开考。

518名渣土车司机同场考试

7 月 30 日上午，由西安市交
通运输局、西安城投集团主办，西
安公交集团承办的 2021年城市公
交安全反恐消防应急演练，在港
兴路公交枢纽站举行。通过 4 个
不同的场景演练，提高公交驾驶
员对道路突发事件处置的综合能
力，以及各职能部门应急协作现

场救援能力。
近一个小时的应急演练中，演

练人员“各司其职”，尽可能“真实”
地展现事故现场，为观演人员呈现
事故发生时的应急处置方案。

现场观演的 128路驾驶员赵伟
俊看得格外认真，他表示，演练有
充电过程中冒烟事故应急处置、公

交道路群伤事故应急处置、公交车
反恐防暴应急处置、公交车火灾应
急处置四个场景，演练的应急处置
方案自己以前只停留在理论阶段，
此次演练非常细致，让他对遇到突
发情况时到底应该怎么做有了清
晰的认识。

本报记者陶颖

西安公交举行反恐消防应急演练

“定边县以及周边盐池、前
旗、环县等 200公里范围内养殖肉
牛户达 2000多户，同时也呈逐年
递增趋势。农户养牛技术单一、
防疫检疫技术设备不完善、草料
配比不科学、销售品牌意识淡
薄。我公司现有 1500多头‘三边
牛’，今年计划发展整合 500家养
殖农户，共享‘三边牛’养殖技术
和品牌经营模式，为定边县乡村
振兴发展贡献‘三边牛’的力量。”
2018年“陕西助人为乐好人”、陕
西三边牛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蒋登
科说。

7月26日至27日，中国农科院
二级教授蒋和平带领考察团到榆
林市定边县考察肉牛养殖产业、现
代农业产业发展情况，并召开座谈
会。定边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曹
鹏飞，以及定边县农业农村局等相
关部门负责人陪同考察。考察组
一行先后到定边县沃野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陕西金中昌信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白泥井农产品交易中心
等企业，通过实地察看，详细了解
了定边县现代农业产业发展情
况。随后在绿源丰农业专业合作
社和陕西三边牛业有限公司详细
了解定边县肉牛养殖规划、建设、
管理等方面情况，并对定边县肉牛
养殖中存在的困难问题提出了意
见和建议。

考察组对定边县现代农业产
业、肉牛养殖产业给予充分肯定，
考察组认为，定边县地处四省区

交汇处，有着优越的交通基础、区
位优势、自然气候和物资集散条
件，为肉牛全产业链的发展奠定
了良好基础。同时，肉牛养殖还
存在标准化养殖水平不高、产业
链条短、品牌建设亟待加强等短
板问题。肉牛养殖企业要紧盯市
场需求，明确发展目标，健全肉牛
产业发展体系，规范提升养殖模
式，加强培训指导，积极学习借鉴
外地先进经验，确保肉牛产业健
康快速发展。

据了解，“三边牛”农场先后从
欧洲引进优质血统纯正的西门塔
尔牛、利木赞牛、夏洛莱牛，从澳洲
引进安格斯牛与本土优质秦川黄
牛，经过三代杂交培育形成的具有
三边独特边塞基因的优良品种，现

存栏大型三边肉牛 1000多头，外
加扶贫养殖500多头，共有1500多
头“三边牛”。公司 2014年筹备之
时，定边地区共有 4000多头牛，近
年来，扶持贫困农户发展养殖业，
农场实行“公司+农场+专业合作
社+养殖户+贫困户”模式开展生
产、屠宰加工、销售、品牌推广一体
化经营模式，与农户签订养殖合
同。公司实行统一赊购母牛、统一
配种培育、统一养殖标准、统一防
疫治疗、统一回收牛犊的“五统一”
管理经营模式，带动周边农户、贫
困户脱贫致富，每年免费向贫困户
发放优质母牛，在“三边牛”的带领
下，定边县现有养殖肉牛 3万多
头。

蒋登科告诉记者，下一步，计

划打造“三边牛”智慧农场，该智
慧农场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
精细化屠宰加工，是将肉牛转化
成高端牛肉商品的一系列重要分
割技术和品牌包装，现代全自动
化高质量精细化分割的机械加工
生产方式尤其重要，为此公司计
划在定边县建设年精细化分割 3
万～5万头肉牛定点屠宰加工厂、
排酸库、速冻库、冷藏库、冷链运
输。项目建成投产后将解决定边
县及靖边县、盐池、前旗等周边地
区精细化屠宰加工任务。积极带
领培养定边县肉牛养殖农户、贫
困户肉牛饲养、屠宰深加工业务，
不断提高卫生质量和环境保护，
带领农民走上致富路。

文/图 本报记者李波

佳县坚决打赢三大保卫战
县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稳定

本报讯(康亮亮记者李波）今年以
来，榆林市佳县坚持以铁腕治污三十二
项攻坚行动为抓手，扎实推进蓝天、碧
水、净土三大保卫战，县域生态环境质
量持续稳定。

持续打好蓝天保卫战，佳县组织召
开散煤治理工作专题会议，全面加强散
煤治理。县城停止销售使用不合格无烟
煤，实施洁净煤替换，加快推进煤改气、
煤改电进度，力争年内实现散煤清零。
全面加强扬尘治理，力争尽早建成云岩
路、人民路2条道路智能降尘系统，督促
落实“六个百分百”扬尘防控措施。全面
加强县城及乡镇大气自动监测站运维工
作，保证自动监测站运行稳定，监测数据
科学可靠。全面推进净土保卫战，扎实
做好县域生态环境质量监测评价考核工
作，确保县域生态环境质量稳定。

持续深化农村环境保护，全面开展
农村卫改厕摸底排查，督促通镇、乌镇
加快污水处理站建设，农村污水排放基
本管控。加强固废、危废管理，医疗废
物中转站正在加快推进前期工作，实现
了医疗废物100%安全处置。

坚决打赢碧水保卫战，开展崔家河
底国控断面问题调查，完成了佳芦河直
排口排查摸底工作，共排查出直排口
173个。明确整治牵头单位、整治措施
及时限。先后向县住建局、佳州街道
办、王家砭镇和通镇下达督办函，督促
加快推进入河直排口整治进度，全力保
证佳芦河崔家河底国控断面和黄河谭
家坪省控断面水质达到考核要求。加
大县城、园区污水处理厂及乡镇污水处
理站运行执法监管，督促县城污水处理
厂开展排污口设置审核工作，确保污水
达标排放。

定边大力推进现代农业产业发展

打造“三边牛”智慧农场

■ 纵览

蚊虫叮咬竟引起幼儿严重感染
医生提醒家长切莫粗心大意

患儿正在接受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