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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湿多雾的天气很容易引起风湿病、 关节

痛、肌肉痛的复发。高血压等慢性疾病病人应该

按时服药、进行血压的监测，还要注意预防脑中

风等疾病的出现。

另外，“倒春寒” 的天气容易引发上呼吸道

感染、 扁桃体炎等疾病， 而潮湿的天气也是湿

疹、皲裂、皮炎、脚气等皮肤疾病多发的时节，市

民应注意预防。

此外，在潮湿的回南天里，有中医认为不妨

常吃些具有祛湿养生功效的食材如薏仁、红豆、

冬瓜等。 据《本草纲目》记载，薏米健脾胃、消水

肿、祛风湿、舒筋骨、清肺热，它还有美容功效。

红豆则含有的石碱成分可增加肠胃蠕动， 减少

便秘促进排尿，消除浮肿，有效祛除体内湿气。

（信息时报记者 刘诗敏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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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东街走访慰问残疾人

共走访慰问辖内20位贫困残疾人家庭，为他们送去慰问物资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诗敏 通

讯员 吴嘉欣）

为倡导助残扶残的良

好风尚，日前，沙东街残联对辖区贫

困残疾人家庭开展了一次走访慰问

活动。 此次活动共走访慰问了辖内

20 位贫困残疾人家庭，为他们送去

了慰问物资。

活动当天，街道相关领导、街残

联理事长一行走访慰问了范屋、沙

和等社区的多名残疾人， 详细询问

了他们的身体和生活状况， 了解他

们的需求， 向残疾人及家属讲解相

关优惠政策和措施， 并送上节日的

问候和祝福。 受慰问的残疾朋友们

纷纷表示感谢党和政府的关心和帮

助。

沙东街残联相关工作人员表

示，在今后的工作中，街残联将继续

不定期地上门走访，了解不同类别、

级别残疾人的需求，实现精准帮扶，

解决他们实际困难， 成为残疾人朋

友的贴心人。

沙东街走访慰问

残疾人， 真情关怀暖

人心。

通讯员供图

春天来了，气温回升，

近日， 不少广州街访发现

家中墙壁和地板都是湿漉漉的，到处出

水，洗晒的衣物多日不能干。原来，这是

“回南天”来了，南方的小伙伴你们准备

好了吗？

“回南天”怎么来的？

回南天是对我国南方地区一种天

气现象的称呼， 通常指每年春天时，气

温开始回暖而湿度开始回升的现象。

华南属于典型的海洋性亚热带季

风气候，因此每当每年 3 月至 4 月时，从

中国南海吹来的暖湿气流，与从中国北

方南下的冷空气相遇，在岭南形成准静

止锋， 使华南地区的天气阴晴不定、非

常潮湿，期间有小雨或大雾，回南天现

象由此产生。 一些冰冷的物体表面遇到

暖湿气流后，就开始在物体表面凝结、起

水珠。

“回南天”要怎么过？

在回南天， 广州的街访们记得要早

晚关窗。专家建议，当潮湿的“回南天”来

袭，市民应紧闭家中的窗户，特别是关闭

朝南和东南的窗户。 防潮的最重要时段

是每天的早晨和晚上， 这两段时间的空

气湿度较午间更高，若不及时关上门窗，

水汽将严重渗透至家居的每个角落。 另

外， 如果觉得门窗紧闭令室内空气无法

流通， 建议大家在中午时短时间开窗通

风。

此外，防潮除湿还可以借助空调、暖

风机、除湿剂来降低室内的空气湿度。同

时还能挂专用于防潮除湿的干燥剂、除

湿包等，同样能减缓室内潮湿的状况。

广州社保卡补换 30分钟即可取卡

日前， 记者获悉， 广州社会保障卡

（

下称 “社保卡 ”

）可以即时补换了，当天

办理 30 分钟即能取卡。

据悉， 广州人社即时补换卡机制着

力为持卡人解决因卡损坏、 遗失导致无

法正常使用， 而急需凭社保卡享受人社

待遇和其他社会公共服务的情况。 为了

保证持卡人服务不间断， 该项业务办理

周期将从以前的 7 天缩短至当天办理即

时取卡，30 分钟就能完成补换社保卡。

据了解， 即时补换卡业务目前优先

面向已办理跨省异地就医备案登记的持

卡人提供服务。 目前仅能受理金融功能

社保卡的即时补换卡业务， 优待功能社

保卡暂不能办理。 须注意的是，持卡人须

到本人社保卡对应的金融服务银行办

理，不能跨行办理。 办理社保卡卡面资料

变更（

如姓名、照片、身份证号码等

）时同

步需办理补卡或换卡， 这种情况不能按

即时补换卡受理。

目前， 光大银行越秀支行、 番禺支

行，广发银行增城支行，广州银行东山支

行、连新路支行，招商银行广州分行营业

部、 淘金支行等服务银行和网点已率先

试点开通金融蓝卡的即时补换卡业务，

持卡人可到对应服务银行的上述网点，

现场可领取新卡。

据悉， 支持即时补换卡的服务银行

和网点将陆续增加。

一、 持卡人持本人有效身份证

件原件， 到本人社保卡对应的金融

服务银行（卡面所示）的支持即时补

换卡的社保卡业务网点提出申请，

如果办理换卡业务的， 还需同时携

带原社保卡。 如持卡人因高龄、疾

病、 长期异地等原因须委托他人代

办、代领的，请先向服务银行咨询办

理方法。

二、 服务银行网点现场核查持

卡人证件后进行业务办理， 审核通

过后持卡人凭《非税收入电子票据》

缴纳工本费， 收费标准为 20 元 /

卡。

三、 申请人完成缴费后在服务

网点等候， 服务银行网点工作人员

即时制卡。

四、 服务银行网点工作人员完

成制卡后， 申请人凭申办证件和业

务受理回执领取社保卡， 并当场办

理社保卡金融账户的激活和个人医

保账户的重新启用。

此外，市民亦可按传统方式，持

有效身份证原件到窗口办理。

回

南

天

来

了

，

如

何

防

潮

祛

湿

？

如何补换社保卡？

（信息时报记者 刘诗敏 整理）

具体流程如下：

1.取号 申请人在排队叫号机取得办理顺序号。

2.申请 申请人按顺序号到窗口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

3.受理 前台人员核对原件。 由前台录入，无须个人填报。 补换领社保卡

按照 20元 / 卡收取工本费。

4.取证 窗口办结，7 个工作日后通知申请人到窗口领取。

社保卡中心天河区服务专窗

办理地点：

龙口西路穗园西街 2 号一楼广州市信息化公共服务大厅 3、4�

、5、6 号窗口

办公电话：

020-1234�3�

办公时间：

周一至周五 9：00~17：00�

位置指引：

公交：133 路龙口西总站 (穗园小区) 站下车， 步行 130 米;

230/78/130/813 路龙口西站下车，步行 640 米 地铁：三号线华师站 E 出口，

步行 1.3 公里

此外，广州市社会保障（市民）卡服务网显示，在天河沙东街社保卡街

（镇）服务网点可办理社保卡（老年人优待专用）申领以及社保卡遗失补办（面

向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业务。 沙东街有需要的老年市民可前往广州大道北

冠庭园绿安街 1 号沙东街政务中心办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