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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讯（记者 童程红）昨
天，市疾控中心发布健康防病提
醒，指出12月是呼吸道传染病
和肠道传染病的好发季节，广大
市民特别是慢性病患者、老人和
孩子要做好预防。此外，还要预
防一氧化碳中毒等意外的发生。

呼吸道传染病包括流行性感
冒、H7N9禽流感、水痘等。

预防流感，重点在于注意保
暖以及增加锻炼，少去公共场所
或空气混浊场所，房间要经常开
窗通风。易感人群应积极接种流
感疫苗。

预防H7N9禽流感，日常生
活中要注意尽量避免直接接触活
禽或其粪便，尤其是病（死）禽；不

要购买活禽自行宰杀，不接触、不
食用病（死）禽、畜肉，不购买无检
疫证明的鲜、活、冻禽畜及其产
品；生禽、畜肉和鸡蛋等一定要烧
熟煮透；食品加工过程中做到生
熟分开，避免交叉污染；加工处理
生禽、畜肉和蛋类后要彻底洗手。

12月，儿童要积极预防水
痘，这是一种由水痘——带状疱
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
病，好发于冬季。预防措施包
括：经常开窗，保持空气流通；
集体单位尤其幼托机构应加强晨
检，做好日常隔离消毒；易感儿
童可接种水痘减毒活疫苗；患儿
要隔离治疗，直至全身水疱完全
干燥结痂为止。

12月还是病毒性腹泻的好
发季节。感染对象以婴幼儿、学
龄前儿童和小学生为主。预防病
毒性腹泻，关键在于注意饮水、饮
食卫生，养成饭前饭后洗手等良
好个人卫生习惯；婴儿提倡母乳
喂养，注意奶瓶等器具的消毒。

冬季还是一氧化碳中毒的高
发季。疾控专家提醒广大市民，
使用燃气热水器时，不要密闭房
间，排风管通畅勿堵塞，洗浴时间
切勿过长；使用管道煤气炉灶烧
煮时，要防止管道老化、跑气、漏
气；不要长时间在密闭车厢内靠
发动机供暖，更不能在发动机持
续运行时在车厢内睡觉；不要在
密闭的室内吃炭火锅、点炭火盆。

商报讯（记者 边城雨 通讯员 许耀立 周信
恩 文/摄）江北公园水体经过生态修复之后，水质已
达III类标准，这是昨天江北城管局发布的消息。

昨天上午，记者来到江北公园，一群中老年人已经
在空地上跳起了舞，不远处的回廊中还有几位老人在下
棋聊天。公园内遍地都是绿植，其中心是一个水池，走
近了还能看到水里的小鱼。水池里，一台净水设备正在
运行，池内的水被抽入净水设备，经过物理过滤、生化
过滤、消毒杀菌等过程后，再循环进入水池。

据悉，这台净水循环生化处理机最大的特点是环保
高效，不仅设备的滤材无需更换，而且比同类产品更节
能。此外，该设备是全自动处理，处理产生的污水杂质
已经连通至附近的污水管网作统一处理。除此之外，这
台设备的噪音也非常小，基本不会影响周边小区居民生
活。

江北区市政绿化养护中心养护科副科长张工力说：
“引进这套净水设备后，水体净化作用非常明显，目前
净化后的水质已经高于III类标准。”

商报讯（记者 石承承）伴随着雨水，冷空气重新“占
领”我市。受其影响，我市将出现4℃~6℃的过程降温。

从市气象台的预报看，今天我市最高气温12℃~
13℃，最低气温9℃~11℃。和昨天相比，今天气温的
回落主要体现在最低气温上，下滑2℃左右。明天我市
的气温还将继续下滑，预计最高气温跌至12℃左右，
最低气温将进一步下滑至9℃上下。

一般来说，随着冷空气过境，天气会逐渐转好，但
眼下的天气显然“不按套路出牌”。从目前的预报看，
今天我市依旧阴有时有雨，和昨天相比，雨势减弱为小
雨；明天阴天，局部地区仍有小雨。

此外，大家还要留意一下冷空气带来的大风影响。
今天我市风力依旧强劲，可达4~5级，明天会减弱为
3~4级；今天我市沿海海面还有9级北到东北大风。

金甬铁路初步设计方案获批
沿途设置9个站，设计行车时速预留200公里

12月，谨防呼吸道、肠道传染病及一氧化碳中毒
冷空气“占领”我市
气温缓慢下滑

江北公园水体生态修复
水质已达III类标准

商报讯（记者 范洪）记者
昨日从浙江省发改委获悉，新建
金华至宁波铁路初步设计近日获
中国铁路总公司和浙江省人民政
府联合批复，这标志着项目建设
又迈出关键性一步。

根据批复，新建金华至宁波
铁路下行正线长度 188.303 公
里，上行正线长度 185.612 公
里。设计行车时速160公里，预
留200公里。全线从宁波出发至
金华，沿途共设置云龙、奉化、
溪口、新昌、嵊州、南山湖、虎
鹿、东阳、苏溪9个站。项目设
计概算总额286.78亿元，建设
工期4年。

相关人士介绍，金甬铁路将
采取客货共线的形式，也就是说
未来铁路上既能跑客运列车，也
能跑货运列车。远景年运输能力
为客车每日60对、货运量每年
4000万吨，可满足两地及沿线
群众出行及货运需求。

目前，宁波站至金华站的高
铁全天有6趟，全部为G字
头高铁，经由杭甬、
沪 昆 高 铁 运
行：列车

从宁波出发后先到达杭州东站，
再在该站换向后开往金华，全程
最快2小时05分钟，最慢2小时
25 分钟，二等座票价 145 元。
而经过测算，未来金甬动车组开
行后，按200公里时速，从宁波
站出发，最快只要1小时29分
钟就能到达金华。此外，直接通
过金甬铁路，两地运程缩短100
公里左右，按照里程计算，二等
座票价只需80元左右，且进一
步方便了从宁波到新昌、嵊州、
东阳等地的出行。

金甬铁路通车后，宁波向西
的铁路大通道将被打开，从宁波
出发，可以直接通过这条铁路连
接沪昆高铁，未来宁波向西到南
昌、长沙、贵阳甚至昆明等城市
都将比目前缩短约1个小时左右
的时空距离，这将进一
步巩固宁波铁路
的 枢 纽 地
位。

去年年底，浙江省发布了
《关于推进义甬舟开放大通道建
设的若干意见》。业内人士表
示，这条铁路的建设还被赋予更
大的意义：根据义甬舟开放大通
道建设规划，金甬舟区域未来将
打造以宁波舟山港、义乌陆港、
金甬舟铁路、甬金甬舟高速为支
撑，着力建成集江、海、河、铁
路、公路、航空等六位一体的多
式联运综合枢纽，形成内畅外
联、便捷高效的大交通体系，充
分彰显大通道的综合优势。同
时，金甬铁路的建设也将使宁波
及宁波舟山港在对接“一带一
路”及长江经济带等建设、打造
开放型经济新格局、加快形成新
的经济增长极等方面面临更多重

大的战略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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