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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市民朋友：
农历七月十五日（中元节）即将来临，在这个祭奠

先人、缅怀逝者的传统祭祀节点，我市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为引导全市广大居民群众在传
统祭祀节点期间不现场祭拜、不聚集祭祀、不聚会就
餐，有效预防新冠肺炎疫情输入传播，切实保障群众身
体健康和社会公共安全，现向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

一、文明祭祀助力防疫。当前，国内疫情多点散
发，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祭扫活动重于心不
拘于形，倡导广大市民自觉遵守疫情防控要求，充分
利用殡葬服务在线平台，通过网络祭扫等方式慎终追
远、缅怀故人。

二、严格管理现场祭扫。若群众确需现场祭祀，公
墓服务单位严格落实“一扫三查”要求（扫场所码、查健
康码、查行程卡、查24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同
时，采取预约、错峰、限流等措施，祭扫人数严格控制在
3人以内，切实减少人员聚集，严控祭扫时间。

三、倡导文明低碳祭祀。发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
的优良传统，从俭祭祀，不相互攀比、摆阔气、讲排
场。从我做起，自觉消除焚烧纸钱香烛、燃放鞭炮等
给自然环境带来污染的祭祀方式和行为，摒弃带有封
建迷信色彩的祭奠活动，大力倡导鲜花祭扫、网络祭
扫、家庭追思会等绿色祭扫方式。

四、自觉遵守安全规定。广大市民朋友不要沿街
占道销售纸钱冥品，不在城市主干道、公园、公共广
场、绿化林带等非指定地点焚烧冥纸香烛，而要到指
定地点的祭祀炉进行祭扫活动，切实保证公共安全无
事故。

五、示范引领以身作则。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公

职人员要率先垂范、以身作则，积极向亲朋好友和身
边群众宣传文明健康的祭祀方式，自觉落实疫情防控
和文明安全祭扫的各项规定：不现场祭扫、不聚众，以
实际行动带动身边群众，自觉地以绿色文明低碳安全
形式进行祭扫、祭奠。

广大市民朋友们，加强疫情防控，做好自身
防护，确保身体健康，才是对逝者最好的告慰。
让我们携起手来，自觉践行文明新风，积极响应
疫情防控、移风易俗，厚养薄葬，保护生态，美化
环境倡议，过一个安全、绿色、文明、低碳的传统
祭祀节日。

嘉峪关市民政局
嘉峪关市文明办
嘉峪关市公安局
嘉峪关市城管执法局
嘉峪关市市容环卫总站
2022年8月10日

文明祭祀倡议书

一、家中每天都必须进行消毒？
不一定！
家庭防护应以清洁为主，消毒为辅。如果所在小

区无新冠病例，家中没有外人到访，也没有自我隔离
的疑似症状者，那么做好日常清洁，无需每天都消毒。

建议家内保持通风和环境清洁，外出回家后第一
时间洗手。不合理的消毒方式不仅起不到杀灭病毒
的作用，反而可能会造成对身体或环境的伤害。

二、消毒剂浓度越高越好？
并不是！
消毒剂浓度过高或过低都达不到应有的消毒效

果。市场销售的消毒剂应该按照说明书标签进行稀
释后使用，消毒使用酒精应选用75%的浓度。

强效消毒液一般具有很强的刺激性，浓度过高可
能会对人的口腔、呼吸道、肺部等部位造成刺激，甚至

有引发器官、组织受损的风险。
三、不同类型消毒剂可以混用？
不可以！
两种及以上消毒剂混合使用，极易产生化学反

应，可能造成伤害。
84消毒液和酒精混合后产生的氯气，会刺激并损

坏呼吸道，当浓度达到3000毫克/立方米时，会导致生
命危险。

84消毒液与洁厕剂混合，会产生有毒气体，刺激
人体咽喉、呼吸道和肺部而引发中毒。

四、免洗手消毒液替代流动水洗手？
不能完全替代！
免洗手消毒液含有杀菌成分（以醇类为主），有一

定的消毒效果。但消毒成分往往具有一定的刺激性，
有可能造成皮肤过敏反应。

如果有条件，尽可能还是用流动水洗手，配合
使用肥皂或洗手液，认真清洁指尖、掌心、手腕各个
部位。

五、餐具用开水烫一烫能消毒？
保证时长才有效！
家用餐饮具等可用沸水消毒10分钟。餐饮具一

定要全部浸没在沸水里。餐饮具清洗消毒后，存放时
要注意保持干燥。

六、消毒剂用完随手放？
不可以！
化学消毒剂多属易燃、易爆、易腐蚀性物品，存放

和使用过程中应注意安全。应放置于避光避热的阴
凉处，确保儿童不易触及。用于消毒的抹布或其他物
品，在使用完后应用大量清水清洗后放通风处晾干。

（摘自《甘肃日报》）

健康小知识 关于消毒的几大误区

于宗波，现任酒钢（集团）东兴铝
业公司嘉峪关动力一作业区电气维护
副班长。他认真履行团员义务，积极
参加团内各项活动，发挥团员模范作
用，始终不忘坚持团员的先进性，向党
组织靠拢，积极参加义务献血、爱心服
务、社区服务等志愿服务活动。曾获
东兴铝业公司 2017 年度“优秀志愿
者”，酒钢（集团）公司2019年度“优秀
共青团员”、2020 年度“优秀徒弟”等
荣誉称号。

胸怀理想，信念坚定书写青春
于宗波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

的要求和希望，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
导实践、推动工作。他认真履行团员
义务，积极参加团内各项活动，发挥团
员模范作用，将青年大学习作为引领
青年思想抓手，创新开展学习打卡、学
习资料共享、学习心得分享、团课视频
展播等活动，参与青年达2万余人次。

勤学苦练，增强本领逐梦青春
在工作中，于宗波积极配合修订

岗位作业标准、操作规程，提出整改建
议 20 条，排查区域内设备隐患，提出
合理化建议30条，有效解决了现场突
出问题。组织春秋季检修工作对区域
内7台整流机组、2台动力变、69台高
压柜、26台外围变压器以及6个低压
室设备维护保养，以保障设备供电可
靠运行。他积极参加岗位创新、青工
技术比武、岗位练兵等活动，参与实施

《45万吨空压站无人值守改造》《90万
吨整流所副水循环系统阀门改造》《网
络云平台实现10kV开关柜设备状态
监测》《10KV 小电流选线装置改造》

《纯水制备装置改造》等项目获奖并得
到推广，创效50余万元。

担当奉献，勇当先锋绽放青春
公司 90 万吨整流系统自 2013 年

投产已运行 8 年，运行过程中出现
3#、4#站整流机组副水循环系统管路
阀门无法完全关闭的问题，导致整流
机组水水冷却装置板式换热器无法清
洗，影响冷却效果。若实施分支阀门

更换作业，需对电解系列进行停电操
作，具有致命性损害，且行业内无此案
例可供参考。2021年，于宗波主动参
与阀门改造方案论证，精确计算系统
失水量及补水方式，制作副水系统模
拟实战平台，组织 500 名职工进行阀
门快速更换实战演练，确保了本次改
造 204 个阀门及管接头质量，达标率
为100%，顺利完成两次副水循环系统
阀门改造工作。

2020年12月寒冬，气温骤降至零
下26℃，整流所冷却塔风冷盘管由于
质量问题冻裂，导致副水系统带病运
行，危及 45 万吨电解供电，他没有退
缩，遂组织人员制作短接管路对风冷
塔进行隔离处理，在寒风凛冽的艰苦
条件下苦战 8 小时，衣服结了厚厚的
一层冰碴，艰苦的条件并没有阻挡住
他前进的步伐，由于处置得当及时，保
障了铝电解系列平稳供电。

当夏季室外高温，油泵风机冷却器
全起的情况下变压器温度已达到73℃，
接近于跳闸临界点。他在检修期间组
织职工对7台整流变主变风机进行了逐
一清洗，并与未清洗前进行劣化趋势分
析。清洗后的变压器温度及电量较清
洗前变化明显，温度降低3℃-5℃，运
行风机由105台减至70台，每年节约电
量约138000kw·h，节约成本4万元。

热心公益，服务社会点亮青春
他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以奉献点亮青春年华。工作之余，
他积极参加义务献血、特殊儿童献爱
心、社区志愿服务、职工电动车辆维修
等活动，带头加入青年集体中完成黑
山湖垃圾清理、料场废铁清理、废铁场
垃圾清理等工作，多次获得公司优秀
志愿者荣誉称号。

作为新时代的新青年，于宗波牢
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胸怀理想、全面发
展、担当奉献、热心公益，用专业之力
量、饱满之精神、昂扬之斗志，为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贡献青年
力量。 （团市委供稿）

——记酒钢（集团）东兴铝业公司嘉峪
关动力一作业区电气维护副班长于宗波

不忘初心 牢记青春使命

新华社北京8月9日电（记者王优玲）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9日发布通知称，将推动全国于2022年建设不
少于1000个城市“口袋公园”,为群众提供更多方便可
达、管理规范的公园绿化活动场地。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推动“口袋
公园”建设的通知》，“口袋公园”在选址上，要优先选
择公园绿化活动场地服务半径覆盖不足的区域。在

设计和建设上，要注重保护原有地形地貌和大树老
树，优先选用乡土植物；充分考虑周边群众需求，增加
活动场地，落实适老化和适儿化等要求。

“口袋公园”是面向公众开放，规模较小，形状多
样，具有一定游憩功能的公园绿化活动场地，面积一
般在400平方米至10000平方米之间，类型包括小游
园、小微绿地等。因其小巧多样、环境友好、方便群众

使用等特点，受到群众的普遍欢迎。
通知要求，各省级住房和城乡建设（园林绿化）主管部

门要研究制定本地区《2022年“口袋公园”建设实施方案》，
主要包括建设计划（含数量、位置、占地面积以及落实建设
资金等情况）、推动工作的具体举措以及保障措施等，每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力争2022年内建成不少于40个“口袋
公园”，新疆、西藏等地可结合实际确定建设计划。

新华社北京8月9日电（记者高敬）国家核安
全局副局长、核电安全监管司司长汤搏9日介绍，
截至2022年6月，我国在运核电机组54台，在建核
电机组23台，在运在建核电机组数为全球第二。

他是在当天举行的第29届国际核工程大会
开幕式上介绍这一情况的。

汤 搏 介 绍 ，核 电 的 发 展 为 保 障 能 源 供
给、改善环境和促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作出
了积极有益的贡献。我国在大力发展可再
生能源的同时，为核电确立了积极安全有序
的发展方针。目前，在运核电厂的安全运行
指标不断提高，居于国际先进行列。

中国核学会理事长王寿君在开幕式上表示，经
过30余年的发展，我国核电技术取得了长足进步。
目前，我国已拥有“华龙一号”和“国和一号”第三代
核电技术，大型先进压水堆及高温气冷堆研发持续
推进，陆上商用模块化小堆开工建设，钠冷快堆、熔
盐堆、聚变堆等先进核能系统的关键技术研发获得
新突破。预计到 2025 年，我国核电运行装机容
量将达 7000 万千瓦左右。

据悉，国际核工程大会由美国机械工程师学
会和日本机械工程师学会于1991年共同发起，是
核工程领域内最重要的全球性学术会议。中国核
学会2005年起成为会议的主办方之一。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22年全国建设不少于1000个城市“口袋公园”

8月9日，国内首条稀土永磁磁浮轨道交通工程试验线——“红轨”，在江西兴国县正式竣工，并实现将
稀土永磁磁浮技术与空轨技术结合，建成中低速、中低运量的新制式轨道交通系统。

“红轨”试验线由江西理工大学牵头，与江西兴国县人民政府联合中铁六院、中铁工业、国家稀土功能材
料创新中心等单位共同完成。正线全长约800米，均为钢构高架线，磁浮列车采用2车编组，载客能力为座
席32个、定员88人，最高设计运行速度为80公里每小时。 （新华社发）

国内首条稀土永磁磁浮轨道交通工程试验线竣工

新华社北京8月9日电（记者张辛欣）记者9日从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上半年机械工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0.7%，结束了4、5两个月连续下降的局面。其
中，汽车制造业快速摆脱疫情影响，上半年产销分别
完成1211.7万辆和1205.7万辆。

今年以来，面对疫情等超预期因素冲击，机械工
业下行压力增加，各地各部门积极化解不利影响，出
台一系列稳增长举措。5月份行业主要经济指标降
幅收窄、6月份恢复正常增长，行业运行在短时间内
实现企稳回升，显现出机械工业的发展韧性。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累计
实现营业收入12.95万亿元，同比增长5.44%，机械工业重
点监测的120种主要产品中，5、6两月产量实现增长的产品
数量逐步增加，6月份产量增长的品种已接近半数。

值得一提的是，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出口总额

同比增长10.41%。“在多重挑战下，出口保持两位数
增长很不容易，这也体现了企业以及产业发展的韧
性。”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执行副会长陈斌说。

汽车行业作为机械工业重要的分行业，上半年运
行遇到明显冲击，汽车制造业努力摆脱疫情影响，上
半年产销分别完成1211.7万辆和1205.7万辆。其中，
6月当月产销已恢复至250万辆左右，环比增长30%
左右。天眼查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现有248.9万
余家汽车零部件相关企业，2022年1至7月新增51.8
万余家汽车零部件相关企业。

陈斌表示，当前，机械工业仍面临原材料价格
持续高位、行业成本压力上升、市场需求恢复滞后
等挑战，巩固回升向好趋势仍要付出艰苦努力。下
一步，要加快推动稳增长政策落实落细，瞄准产业
链的卡点、断点问题固链稳链，帮助企业纾困解难。

8月10日12时50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遥十运载火
箭，成功将吉林一号高分03D09星、云遥一号04-08星等16颗卫星发射升空，卫
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新华社发）

一箭16星！我国成功发射吉林一号高分03D09星等卫星

上半年机械工业增加值实现小幅增长

新华社北京8月9日电英国《自
然·气候变化》期刊 8 日发表一项研
究显示，数百种已知人类传染病中，
超半数在某种程度上因洪水、热浪和
干旱等气候灾害而风险增大。这项
研究显示了气候变化对人类健康的
广泛影响，突出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的迫切性。

美国夏威夷大学马诺分校等机
构的研究人员通过查阅医学文献发
现了 3213 个气候灾害与传染病相关
的实例，系统地研究了 10 种对温室
气体排放敏感的气候灾害对已知人
类传染病的影响。研究发现，全球人

类面临的375 种传染病中，218 种（即
58%）传染病在某种程度上因气候灾
害而风险增大。

研 究 人 员 还 确 定 了 1006 种 气
候灾害通过不同渠道影响人类健
康的路径，包括暴雨和洪水过后蚊
蝇滋生；干旱促使蝙蝠迁徙增加新
发传染病从动物传播到人类的风
险等。

研究人员指出，因气候灾害而风
险上升的传染病数量之多，表明气候
变化对人类健康构成的威胁之大，迫
切需要采取积极行动减少温室气体
排放。

我国在运在建核电
机组数全球第二

经济动态经济动态

科技博览科技博览

研究显示气候灾害使超半数
人 类 传 染 病 风 险 增 大

（接一版）同时，公司严格落实外来进厂人员登记措
施，外来人员需要提前报备，体温正常，查验行程卡、
场所码正常后，并提供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才能进
入厂区。公司还根据省市有关规定调整防疫措施，
建立外来施工人员健康监测台账，持续更新人行门
禁系统数据，做到外来人员与公司职工精准管理。

据了解，今年1-7月份，嘉峪关索通公司实现
营业收入22.68亿元，完成工业总产值21.56亿元，
上缴税费1.34亿元，完成产量38万吨。

嘉峪关索通公司将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疫
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要求，持续
夯实疫情防控工作责任，以更加精准精细的举措
抓安全、保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