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9月 17 日，贵州医科大学

附属医院神经内科在医院门诊大厅举

办了“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义诊宣教

活动。 院神经内科专家指出，老年人应

该重视自己的晚年生活，有意识地丰富

老年生活内容，有利于减缓脑退化。

“这是一种逐渐加重的疾病，它无

法减轻或被治愈。” 该院神经内科主任

贺电介绍，正因为不可治愈，所以预防

才显得尤为重要。 他表示，阿尔茨海默

症”与年龄有关，是大脑神经细胞逐渐

丧失，最终造成记忆力、判断决策力、

方位感、注意力和语言能力的损伤。

65岁是一个明显的分界点， 根据

发病率， 在 65 岁以上的人群中约有

5.3%的人患病， 按照贵州人口数来推

算，贵州至少有 30 万的阿尔茨海默病

患者。

针对普通老年人，贺主任建议，老

年人要多走出去， 尽量避免和社会脱

节，参与各项社会活动。 “一些老年人

退休以后，很少参加社会活动，一天到

晚都是待在家里，也很少与别人交流，

这样对大脑保持活跃很不利。 ” 他指

出， 对方老年痴呆不仅仅是参与打麻

将，其他的文体活动，例如唱歌、跳舞、

参加聚会，多与人交流，保持丰富的晚

年生活，对于减少脑退化，都是有效的

手段。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梅）

贵医大附院举行义诊宣教

活动，专家指出———

晚年生活丰富

有助预防老年痴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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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野山茶油、 金钗石斛

花、原生态小香鸡……9 月 25 日即

将举行的 2019 中国·贵阳国际特

色农产品交易会， 全省 12 个重点

特色产业专班的特色产品将“闪亮

登场” 。

据悉，我省相继出台《关于安

排开展推进十大千亿级工业产业项

目经费、农村产业革命 12 个特色项

目经费和相关工作专班经费的通

知》《贵州省关于开展农银企产业

共同体创新试点的通知》《贵州省

< 关于印发贵州省 2019 年政策性

农业保险工作实施方案 > 的通知》

等政策文件，省级财政加大对 12 个

特色产业的投入，每年安排 12 亿元

专项资金扶持特色产业发展。

记者从农交会组委会了解到，

本届农交会展区登录大厅内， 设置

了一个“农业产业专班展示区” ，不

仅有 12个专班的发展概况展示，各

专班还将带着他们的特色产品前来

现场展销，比如野山茶油、金钗石斛

花、 原生态小香鸡等， 展品种类丰

富，独具贵州地方特色。

近年来， 我省聚焦脱贫攻坚深

入推进农村产业革命， 汇聚强大合

力，切实增加农民，助推脱贫攻坚，

助力乡村振兴。我省结合资源禀赋、

产业基础、市场需求、农民增收等，

推动优势产业优先发展、 优势品种

优先突破， 在全省选择茶叶、 食用

菌、蔬菜、生态畜牧、石斛、水果、竹

子、中药材、刺梨、生态渔业、油茶、

辣椒等 12 个特色产业作为主导产

业，从政策、资金、资源等方面集全

省之力大力发展。

今年上半年，省委省政府主要

领导亲自挂帅，担任联席会议的召

集人，12 位省委省政府领导分别

领衔推进茶叶、 食用菌等 12 个特

色产业。为突出优势产业推进农村

产业革命，省级抽调 200 余位业务

骨干建立 12 个特色产业工作专

班， 聘请 7 位院士、13010 位省内

外专家（研究员、农艺师、兽医师

等） 建立 12 个特色产业专家团

队，且每个产业均制定了产业发展

推进方案。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肖达钰莎）

记者从贵州省农业农村厅

了解到，截至今年 8月底，我省茶

园面积稳定在 700万亩， 茶叶产

量 31.07万吨、茶叶产值 393.5 亿

元； 食用菌生产规模为 23.88 亿

棒（万亩）、产量 70.68 万吨、产

值 86.78 亿元；蔬菜（不含辣椒）

面积 1239.9 万亩，产量 1927.0 万

吨，产值 500.7 亿元；全省辣椒种

植面积 500.33 万亩，产量 302 万

吨、产值 110.9 万元；全省果园面

积 770 万亩，产量 253.9 万吨、产

值 176.6亿元； 中药材 （不含刺

梨、石斛）种植 597.53万亩、产量

42.87万吨、产值 50.51亿元。

据介绍，全省 2019年已完成

油茶新造面积 19.21万亩，低改面

积 22.06万亩； 竹产业 2019年完

成竹新造 12.16万亩， 改培 22.51

万亩；刺梨产业 2019年完成刺梨

新造 20.26万亩，改培 14.51万亩。

今年上半年，全省畜牧业增

加值 241.55 亿元，肉、蛋、奶产量

分别为 105.78 万吨、9.25 万吨、

2.59万吨； 生态渔业全省预计完

成渔业总产值 24.87 亿元， 完成

水产品产量 10.33万吨。

另据省林业局 6月 11日至 6

月 18日核实，2019年石斛新增种

植总面积 1.1万亩，其中铁皮石斛

0.74万亩，金钗石斛 0.36万亩。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肖达钰莎

我省食用菌、石斛、刺梨、油茶等12个特色产业“专班”将亮相农交会

每年投12亿元 扶持特色产业发展

我省部分重点特色产业发展情况

本报讯 记者从气象部门获

悉，今夜起，我省大部地区将迎来

降雨和降温天气， 晴隆、 普安、普

定、黔西等地区还将有暴雨。

具体预报为：18 日白天， 西部

地区阵雨转阴天间多云，其余地区

多云间阴天；18 日夜间到 19 日白

天，省的西部和北部阴天间多云有

分散阵雨或雷雨，其余地区以多云

天气为主， 省内大部气温下降

4-6℃；19 日夜间到 20 日白天，省

的东部多云，其余地区阴天有阵雨

或雷雨， 其中西部有中到大雨，局

地暴雨。

贵阳市未来几日雨水多，气温

也将下降 2-5℃， 市民出行记得携

带雨伞，适时添加衣物。 具体预报

为：17 日夜间到 18 日白天，阵雨或

雷雨转多云，雨量中雨，局地大雨，

气温 18-25℃；18日夜间到 19日白

天，多云，气温 18-26℃；19 日夜间

到 20 日白天，多云转阵雨或雷雨，

气温 17-23℃。

气象部门指出，9 月 17 日

20 时 -18 日 20 时，遵义市东部

和南部、铜仁市东部、毕节市西

部和东部边缘、六盘水市东部、

贵阳市西部边缘、 安顺市西部

和北部边缘、 黔西南州北部和

南部有一定的地质灾害气象风

险等级；遵义市南部、毕节市东

部、贵阳市西部、安顺市北部和

西部、六盘水市东部、黔西南州

北部和南部局地有一定的山洪

气象风险等级； 省的西部地区

有一定的中小河流域洪水气象

风险等级， 相关部门需防范强

降雨引发的山洪、 滑坡、 泥石

流、城市内涝等灾害。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晨）

晴暖止步 降温降雨天气将至

今夜起，省大部地区将迎来降雨天气，气温下降4-6℃

本报讯 9月 17日，第二期全国出

生缺陷防治培训项目培训基地 （贵

州）2019 年人才培训开班仪式在贵州

医科大学临床技能中心举行， 来自全

省 9个地州市的 100位学员，将经过 3

个月的培训进修后， 共同落实全省出

生缺陷防治人才培训项目， 推进我省

出生缺陷综合防治工作。

据了解， 出生缺陷是我国婴幼儿

死亡和致残的重要原因， 是影响全民

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为了推进

出生缺陷防治人才队伍建设， 全面提

升出生缺陷防治技术人员能力和水

平， 规范和加强出生缺陷防治人才培

养，近年来，省委省政府和省卫生健康

委高度重视妇幼健康和出生缺陷防治

工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全

省妇幼健康水平显著提高， 出生缺陷

发生率进一步下降。

据省卫生健康委妇幼处处长王成

仁介绍， 目前培训基地和两家协同单

位，建立了 40 多名专家组成的省级师

资队伍， 首期培训了 100 名来自省内

各基层医疗机构的紧缺人才和技术骨

干，培训效果显著。 而第二期全省出生

缺陷防治人才培训的开班， 就是为了

能更好的预防和降低出生缺陷的发

生，希望经过 3 个月的培训进修后，参

训学员能共同落实全省出生缺陷防治

人才培训项目， 推进我省出生缺陷综

合防治， 促进妇幼健康做出应有的贡

献。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梅）

第二期全国出生缺陷防治

培训项目在筑开班

百位学员学习

出生缺陷防治

本报讯 近日， 记者从 2019年

贵州茶产业脱贫攻坚夏秋决战行动

令暨“贵州绿茶” 加工提升研讨会

上获悉，自 2012 年以来，贵州茶叶

在国家农业农村部质量安全情况检

测中连续 8年合格，居全国前列。

据了解，2019 年上半年， 省市

场监管局监测茶叶及制品 1321 个，

检测全部合格。 自 2010年以来，在

省市场监管局、贵阳市海关、省农

业农村厅等多个职能部门的监测

（抽检）中，贵州茶叶质量安全合格

率均达到 100%，农产品质量安全监

测工作成效显著，生产者和经营者

的安全责任意识进一步增强，茶叶

质量安全水平进一步提高，人民群

众消费安全得到保障。

目前，贵州作为全国第一产茶

大省，茶园面积已达 50.13 万公顷，

参照欧盟及日本标准， 禁用农药

118 种， 远高于国家标准的 54 种，

并在全国率先禁用水溶性农药及

草甘膦，全面监管 43个茶叶主产县

244 个乡镇的茶园投入品的专营店

（专柜）运营，建立来源清晰、去向

可以查明的可追溯系统，从源头上

保障质量安全。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王蕾）

贵州茶叶质检 连续8年合格

本报讯 9 月 16 日，由省科协、

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省科技厅、

省农业农村厅、省卫生健康委主办，

黔南州科协、福泉市委、市人民政府

承办的贵州省 2019 年全国科普日

主会场活动在福泉市正式启动。

活动现场，60 余个展位上，来

自全省的近五十家省市学会 （协

会、研究会）、基层农技协、高新企

业精心准备了贵州科技展、建国 70

周年科技成果及人物图文展、“助

飞贵州科技” 互动游戏、科普大篷

车联合行动、 科学表演秀等丰富多

彩的内容， 为到场来宾带来了非同

一般的科技体验。

据悉，今年科普日活动以“礼

赞共和国、智慧新生活” 为主题，全

省各地、 各部门于 9 月 14 日至 20

日组织 1万 5千余名科普工作者和

科技工作者开展各类重点科普活动

259 个，辐射公众 110 余万人次，比

往年再创新高。

活动期间，各地、各部门将调动

各级各类科普场馆、科普教育（示

范）基地，通过深入基层开展乡村

振兴农村科普、 现场咨询、 社区科

普、展览展示、互动体验、校园科普、

企业科普等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活

动，向公众大力普及宣传“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 的发展理念，

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推动

全民科学素质全面提升， 促进科学

普及与科技创新协同发展。

贵州烟草协会会员单位福泉市

烟草专卖局工作人员， 在现场教市

民通过看、闻、燃辨别真假烟。 黔南

州烟草公司则向大众普及烤烟种植

的生物防治技术。

贵州省科技馆此次带着 20 余

件展品来到活动现场， 不仅有 DIY

实验， 还有 VR眼镜、3D打印机、机

器人等科技感十足的展品。

黔南州民族科技学院天文专业

大三的学生杨源，在为大众科普天文

知识。“这是MEADE望远镜，它的

放大倍数和分辨率都很高。 ” 在

FAST天眼建立之后，贵州大众对天

文知识的渴求越发强烈，通过贵州天

文台的建立，天文小镇的建立，让老

百姓也了解到更多天文知识。李女士

表示：“抬头看天容易， 看清楚有什

么在天上，还是要靠这些高科技。 科

普日真的好，有机会看个清楚了。 ”

贵州省地质矿产中心实验室的

工作人员正在为老百姓鉴定玉镯，

张阿姨高兴地说：“这下放心了，专

业人员鉴定，我的玉镯是天然的。 ”

贵州省地震局发放资料， 向大

众普及防震、避震、逃生知识。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贵州省2019年全国科普日主会场活动启动

近50家学会 展示科技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