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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张玉琴 通讯员 廖

小运）

今年3月24日是第26个世界防治结核

病宣传日。 为了加强辖内居民对结核病的

认识，提高居民控制结核病的意识，提高全

社会共同参与防痨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近日，建设街公共服务办在大马路星光

老年之家举办了“结核病防治知识”健康讲

座。 建设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颜威作

主讲，吸引了不少居民前来参加讲座。

结核病是由结核杆菌侵入人体后引起

的一种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传染病， 具有

较强的传染性， 故人们对结核病产生了很

强的恐惧心理。随着科学技术的进展，已经

研制出十数种有效的抗结核药物， 只要早

期发现，正规治疗，是完全可以治愈的。 结

核杆菌可以侵入人体任何器官， 也就是说

人体的各种器官都可以发生结核病， 但结

核杆菌主要通过人体的呼吸道进行传播，

所以在人体感染结核杆菌后发生肺结核者

占绝大多数。因此，“防控结核，人人有责”。

活动中， 颜威医生用通俗的语言讲授

结核病是如何感染和发病、传播途径、易感

染人群、常见的症状、春季如何预防等方面

知识。 同时向居民派发了结核病相关的宣

传单， 引导居民群众提高对结核病科学的

认识。颜医生表示，确诊的结核病人应积极

治疗，按照“早期、规律、全程、联合、适量”

的治疗原则， 在医务人员的指导和帮助下

应用抗结核药物治疗， 达到杀灭结核菌和

病灶治愈的目的。 颜医生通俗易懂的讲课

内容，有目的性地讲授重点知识，大大地激

发了居民听课的兴趣。 在场的居民不仅认

真听讲，还不时记下讲课内容，大家纷纷表

示自己收获颇多。

日前，消费者王女士在超

市购买了一袋榨菜， 售价1.5

元。 王女士回到家后拆开食

品包装袋发现榨菜已经发霉

变质， 便找到超市要求退货

及按法律规定赔偿1000元。但

超市认为， 按照该超市的理

货管理程序， 不可能出现出

售变质食品的情况， 因此不

同意王女士的退货及赔偿的

诉求。 双方交涉无果，王女士

遂向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举

报中心投诉。

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举

报中心接到投诉后进行了调

查， 王女士提供了变质食品

实物和超市的购物小票作为

证据， 超市方则强调自己有

一套严格的理货程序， 不可

能出现出售变质食品的情

况， 并质疑消费者提供的商

品来源， 但无法举证证明其

主张。

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举

报中心工作人员向商家指

出， 超市对销售的商品有保

证质量合格的义务， 涉案食

品确实存在不符合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的情形， 由于消费

者已经提供了证据证明其向

超市购买了案涉食品， 而经

营者无法提供证据证明案涉

食品并非是该超市所出售

的， 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

律后果。 经调解，超市按法律

规定为王女士退货， 并当场

给付1000元的赔偿款。

律师表示，根据《食品安

全法》 第一百四十八条的规

定， 消费者因不符合食品安

全标准的食品受到损害的，

可以向经营者要求赔偿损

失， 也可以向生产者要求赔

偿损失。 生产不符合食品安

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

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

品， 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

外， 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

营者要求支付价款10倍或者

损失3倍的赔偿金； 增加赔偿

的金额不足1000元的，为1000

元。 律师提醒，消费者购买食

品时，应保留购物小票、付款

凭证、食品包装袋等证据，一

旦发现购买的是变质食品，

立即向销售者主张要求退货

并要求进行赔偿， 维护自己

的合法权益。

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陈有火 蔡金林

信息时报记者 张玉琴 整理

医生通俗讲 居民认真记

世界防治结核病宣传日，建设街开展健康知识讲座

法治园地

买到变质食品怎么办？

保留购物小票可维权

常见症状

肺结核病的早期与其

他疾病一样，由于病变小而

没有明显症状。即使有了症

状 ， 也是一些很普通的症

状， 没有很明显的特点，病

人和医生容易忽略。肺结核

病的主要症状有： 咳嗽、咳

痰超过

3

周； 发热或胸痛超

过

3

周；咯血。有了上述症状

后 ，就是一位 “肺结核可疑

症状者”， 最好先到结核病

防治机构或结核病专科医

院检查。

如何预防结核病？

1.

房间要定时开窗通风 ，保持室内

空气新鲜。据统计，每

10

分钟通风换气一

次，

4~5

次后可以吹掉空气中

99%

的结核

杆菌。

2.

培养良好的卫生习惯 ，洗漱用具

专人专用，勤洗手，勤换衣，定期消毒等。

3.

咳嗽、 打喷嚏时应用纸巾捂住口

鼻 ， 痰要用纸包好焚烧 ， 不要随地吐

痰 。 避免结核病菌通过飞沫传染其他

人。

4.

加强体育锻炼，生活要有规律，注

意饮食营养和睡眠充足，保持健康心理，

增强机体抵抗力，尽量减少发病机会。

建设街公共服务办为辖内居民举办“结核病防治知识”健康讲座。

通讯员供图

信息时报讯（记者 张玉琴 通讯员

廖小运）

“小朋友， 你们知道爸妈的手

机号码吗？ ”“你们知道过马路需要注

意什么吗？ ”“遇到危险时，我们又要怎

么做呢？ ”……为进一步加强安全宣传

教育， 提高幼儿的安全防范意识和自

我保护能力， 有效预防幼儿的交通事

故和人身安全，日前，建设街联合越秀

区公安分局走进辖内的联勤部幼儿

园，开展安全宣传第一课的教育活动。

“警察阿姨好！ ”一走进该幼儿园，

来自越秀区公安分局人口管理大队一

级警长马洁怡和建设街道工作人员便

引起了小朋友的注意。 根据学龄前儿

童的心理特点及幼儿的认识理解能

力， 马警官以生动有趣的卡通人物幻

灯片播放模式， 用直观的画面和通俗

易懂的语言给孩子们教授了关于消防

安全和防拐骗知识，提醒小朋友“不吃

陌生人的食物”“不跟陌生人走”“不离

开家长的视线”等安全常识。

宣讲过程中还设置了互动环节，

以“你问我答”模式巩固了孩子们对紧

急求救电话的掌握情况， 引导孩子加

强对安全意识的保护， 让幼儿知道在

马路上、活动室里、家里等地方应该注

意的安全事项， 学习一些自我保护的

方法。

建设街走进联勤部幼儿园

播放卡通片 上“安全教育第一课”

建设街联合越秀区公安分局为联

勤部幼儿园小朋友上 “安全宣传第一

课”。 通讯员供图

建设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设置便民核酸检测服务

无需预约挂号 周六也能检测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张玉琴

通讯员 廖小运 ）

日前，记者从建

设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了解到，

建设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设置

了便民新冠肺炎核酸检测服务，

不需要预约和挂号，当天采集咽

拭子当天送检，24~48小时可出

结果，50人以上团体检测还可上

门服务。

院内采样时间

周一至周六：8:00~11:45；14:00~16:45

地址：越秀区建设二马路14号

检测流程

1.出示穗康码或填写疫情防控表；

2.预检分诊处测量体温；

3.二楼收费窗口填表缴费；

4.医院门口隔离观察室采样。

结果查询方式

1.凭发票到二楼检验科领取纸质报告；

2.关注微信公众号“广州华银健康医疗集

团”， 凭个人预留手机号查询电子版报告。

团体检测咨询方式：83830607—8014

咨询时间

周一至周五：8:00~12:00；14:00~17: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