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巨大冲
击和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环境，静海区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部
署要求，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新发
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坚持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科学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
实“六保”任务，有效克服了疫情带来的
负面影响，经济社会运行逐步恢复,人
民生活福祉持续增进，各项社会事业繁
荣发展，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

一、综合

经济运行逐步回稳。根据统一初
步核算结果，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完成
432.9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下降
1.4%，全年增速呈逐季向好趋势。其中，
第一产业增加值完成25.00亿元，同比下
降7.7%；第二产业增加值完成192.68亿
元，同比下降3.5%；第三产业增加值完
成215.30亿元，同比增长1.6%。第一产
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5.8%，比上年增长0.5个百分点；第二产
业增加值比重为44.5%，比上年下降2.5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
49.7%，比上年增长2个百分点。

常住人口略有增长。据第七次全
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区常住人口[1]
78.71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71万人，其
中城镇常住人口44.76万人，常住人口
城镇化率为56.87%；乡村人口33.95万
人。户籍人口62.25万人，全年出生人
口4743人，出生率为7.7‰；死亡人口
4122人，死亡率为6.7‰；人口自然增长
率为1.0‰。

稳就业取得实效。积极落实就业
政策，打出稳岗“组合拳”，重点将落实
援企稳岗措施、创业带动就业等促进就
业政策，作为稳定和扩大就业的重要保
障。本年新增就业1.89万人，同比增长
32.4%。

民生支出占比增加。在大规模减
税降费的背景下，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 43.15 亿元，其中税收收入 36.45 亿
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2.5%，税收占比
84.5%，税收收入中增值税14.45亿元，
企业所得税6.10亿元，个人所得税0.61
亿元。进一步压缩公用经费，支出向民
生倾斜，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5.56
亿元，比上年下降6.2%。其中教育支出
18.76亿元，占比为19.85%；城乡社区支
出18.26亿元，占比为19.31%；社会保障
和就业支出12.71亿元，占比为13.44%。

新动能持续发展壮大。全区规模
以上工业中，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2]总
产值210.69亿元，比上年增长30.3%，其
中高端装备制造业总产值17.50亿元，
增长64.8%；新材料产业总产值95.77亿
元，增长 11.0%；新能源产业总产值
20.18亿元，增长42.8%。

营商环境进一步改善。“放管服”改
革深入推进，压缩审批时间、精简审批
流程，积极推进全程电子化、电子营业
执照、“一窗通”等商事登记制度改革，
“惠企21条”“稳就业32条”等惠企政策
得到精准落实。全年实有注册私营企
业30232户，比上年增长10.9%，实有私

营企业资本金 2579.76 亿元，增长
17.1%。民营经济增加值占全区地区生
产总值的63.7%,位居全市第一位，高于
全市平均水平27.8个百分点。

疫情防控取得实效。坚持把人民
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始终保持本土疫情零感染，成为全市
“模范根据地”;我们心系全国全市抗疫
大局，84名白衣天使逆行湖北，253名
医护人员驰援滨海，瑞安森圆满完成国
家应急防护服调拨任务，海吉星保障了
全市60％的蔬菜供应，累计隔离观察境
内外人员6616人，为全市整体疫情防
控作出了静海之为，为全国疫情防控取
得重大战略成果作出了静海贡献;统筹
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协调
发展，经济社会秩序稳步恢复，坚持援
企稳岗、减税降费，及时推进复工复产、
复商复市、复学复耕，在全市率先实现
规上企业、高新企业、外资企业、农业企
业和重点项目开复工“五个百分百”。

二、农业

农业生产出现下降趋势。全年农
业总产值51.69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
比上年下降7.3%。粮食产量27.46万
吨，比上年减产13.1%；经济作物播面
12.12万亩，比上年下降8.0%。

全年肉类总产量4.20万吨，比上年
下降7.2%。禽蛋产量1.35万吨，增长
9.3% 。 牛 奶产量 4.66 万 吨 ，下降
21.5%。全年水产品产量2.90万吨，增
长14.8%。全年木材产量1.39万立方
米，下降4.1%。

农业现代化发展取得初步进展。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不断壮
大，专业合作社累计达2188家。专业
合作社落实畜禽养殖环保要求，养殖向
现代化、集约化规模化发展。其中奶牛
规模化存栏占全区100%；生猪规模化
饲养量占全区55.7%；蛋鸡规模化养殖
占全区82.13%。农业基础设施进一步
完善，全年建成高标准农田0.91万亩，
累计达到78.43万亩。

三、工业和建筑业

工业生产稳中向好。全年全区工
业增加值162.8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
比上年增长0.9%，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增长1.6%。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完成
1864.60亿元，比上年增长6.4%，其中占
比较高的行业为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
加工业、金属制品业、有色金属冶炼压
延加工业增长 6.64%，占比分别为
51.3%、15.4%、7.2%。

规模以上工业经济效益实现增

长。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
2081.21亿元，比上年增长7.6%。全年

利润总额 47.37 亿元，比上年增长
36.5%，其中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业利润总额完成33.23亿元，比上年增
长26.2%。

建筑业产值利润下降。全区纳统
的具有资质等级的总承包和专业承包
建筑业企业共 91 家，比上年增加 16
家，实现建筑业总产值43.62亿元，比
上年下降23.8%；利润总额0.61亿元，
下降51.2%。

四、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业

全年批发零售业增加值 52.90 亿
元，比上年下降5.1%；住宿和餐饮业增
加值4.05亿元，下降20.3%。

流通市场仍在恢复中。全年批发
零售业商品销售额完成2252.07亿元，
比上年下降6.8%，其中限额以上销售额
完成1753.73亿元，下降5.0%。限额以
上金属材料类销售额1186.19亿元,下
降2.9%；粮油、食品、饮料、烟酒类商品
销售25.77亿元,增长10.0%。

大众消费受疫情影响较大。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96.43亿元，比上年下
降 8.1%。全年住宿和餐饮业营业额
5.48亿元，比上年下降20.7%，其中限额
以上营业额 1.14 亿元，比上年下降
44.4%。

五、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

固定资产投资保持较快增长。全
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比上年增
长10.3%，高于全市平均水平7.3个百分
点。按产业分，第一产业投资比上年下
降29.3%；第二产业投资下降3.5%，其
中制造业投资下降10.8%；第三产业投
资增长14.8%。按投资领域分，基础设
施投资增长51.4%，其中水电气路投资
增长 15.5%；经营性项目投资下降
2.8%，其中房地产业下降1.8%；其他投
资增长50.1%。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比
上年增长83.2%，保持高速增长。

房地产市场竣工面积增加。全年
房地产业79个项目，商品房销售面积
99.16 万平方米，比上年下降 20.9%。
网报企业房屋施工面积786.37万平方
米，比上年增长 13.9% ，其中住宅
600.56万平方米，增长11.3%。本年房
屋竣工面积 182.21 万平方米，增长
383.4%。商品房待售面积 56.16 万平
方米，增长46.8%。

六、对外经济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扎实推进。

深入落实津冀关于积极推进雄安新区
建设发展战略合作协议，发挥装配式建
筑特色产业优势，积极对接服务雄安新
区，央企、京企等已有近20家装配式建
筑企业先后落户静海，牵头制定装配式
建筑相关标准达10余项，装配式建筑
产品进一步应用于雄安新区建设。“静
沧廊”交通加快衔接，已开通运营静海
至沧州、胜芳、廊坊、白沟等省际客运班
线。打造环京津1小时鲜活农产品物
流圈。静海区医院确定为京津冀异地
就医门诊联网直接结算定点医疗机构，
9月完成京津冀门诊联网直接结算测试
并顺利上线运行。

招商引资圆满完成全年任务。全
区招商引资内外资项目共140个。其
中，新开工项目32个，实际到位资金共

87亿元（外资按1美元折合7元人民币
换算）。

市外内资项目133个，实际到位资
金 85 亿元，占全部 84.8 亿元任务的
103%。其中，新开工项目28个，到位资
金9亿元，占到位额的11%；跨年度结转
项目105个，到位资金76亿元，占到位
额的89%。

七、交通、运输和邮电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总体稳步

发展。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
15.42亿元，比上年增长11.0%。

居民出行交通更加便利。截至
2020年末，全区共开通公交线路及客运
线路72条，其中区域城乡线路47条，配
车180-243辆；城区公交线路6条，配车
40-60 辆；对外线路 19条，配车 168-
210辆。全区年客运总量410万人次，
其中公交客运总量370万人次。

快递业务量保持稳定增长。全年
邮电业务总量7.14亿元，比上年下降
24.7%，其中，电信业务总量4.10亿元；
邮政行业业务总量3.04亿元。全年快
递业务量1283.38万件，增长14.3%，快
递投递量3608.38万件，增长18.5%。年
末移动电话用户96.75万户，增长1.7%。

八、金融

金融业对经济支持力度加大。全
年完成增加值19.78亿元，按可比价格
计算，比上年增长21.2%。

银行业平稳发展。年末全部银行
辖区内各项存款余额862.84亿元，比上
年增长25.2%，其中对公存款273.79亿
元，居民储蓄存款余额589.06亿元。各
项贷款余额483.67亿元，比上年增长
13.1%，其中企业贷款295.17亿元，个人
贷款188.51亿元。

保险赔付力度加大。全年全区承
保金额 3140.03 亿元，比上年增长
1.4%。保费收入15.57亿元，比上年下
降18.2%。各种赔付支出3.04亿元，比
上年增长6.2%。

九、居民收入和社会保障

居民收支稳定增长。根据住户调
查数据，全年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1336元，比上年增长3.4%。按常住地
分，全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5244元，比上年增长3.4%，其中工资
性收入16476元，比上年增长4.7%；经
营净收入3888元，增长3.3%；财产净收
入1491元，下降0.6%；转移净收入3389
元，下降0.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37754元，比上年增长3.3%，其中工
资性收入22860元，比上年增长6.7%；
经营净收入4849元，下降0.8%；财产性
净收入4182元，下降0.4%；转移净收入

5863元，下降2.6%。全年农村常住居
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16797元，比上年
下降5.1%；城镇常住居民人均生活消费
支出23389元，下降12.0%。

社会保障能力不断加强。年末全
区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在缴费状态
人数11.19万人；机关事业养老保险缴
费人数1.67万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缴费人数12.05万人，增加4369人。城
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人数12.32万
人，增加7876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缴费人数46.01万人，增加1567人。
失业保险缴费人数 10.59 万人，增加
8207人。工伤保险缴费人数10.85万
人，增加8127万人。生育保险缴费人
数10.73万人，增加4477人。

全区享受城市低保人数为943人，
享受农村低保人数为15037人，享受特
困人员救助供养 1816 人。临时救助
3313人次。

十、教育、科学技术和人才

教育事业全面发展。高等学校招
生 10048 人，在校生 35375 人，毕业生
7764人。中等专业学校招生751人，在
校生2569人，毕业生920人。普通高中
招生4607人，在校生12187人，毕业生
4034 人。初中招生 10058 人，在校生
28690人，毕业生8924人。普通小学招
生 8620 人，在校生 57166 人，毕业生
10192人。特殊教育，含在普通义务教
育学校就读的“随班就读”学生，招生43
人，在校生405人，毕业生84人。学前
教育在园幼儿 20944 人，其中幼儿园
20841人，附设学前班幼儿103人。小
学义务教育巩固率为100.0%，初中义务
教育巩固率100%。

科技引擎更加有力。全区全年实
施国家、市、县级科技项目68项。全年
专利申请数5209件，比上年增长1.0%。
全年专利授权数4162件，增长54.8%，其
中发明专利30件。年末实有市级企业
重点实验室5个，园区生产力促进中心1
个，市级工程技术中心5个。全年新增
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44家，年末实有国
家级高新技术企业273家。全年新增瞪
羚企业20家，新增雏鹰企业59家。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究开发
活动费用合计15.92亿元，形成国家或
行业标准19项，新产品销售收入232.20
亿元，发表科技论文31篇。新能源汽
车、电子产业等高科技产品逐渐兴起。

人才引育见实效。落实“海河英才
计划”，实施“梧桐工程-人才引进计
划”，招聘培养更多高技能人员。截至
年末，全区共有高、中、初级职称的专业
人才10865人，比上年增长1.3%。其中
具有高级职称人才2653人，比上年提
高5.6个百分点。中级职称人才4736
人，比上年提高4.6个百分点。

十一、文化、旅游、体育、卫生

群众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全年举
办大型文艺晚会7场，全区共有公共图
书馆（含少儿图书馆）2个，农家书屋
383个，藏书（含电子书）131.1万册；文
化馆1个，乡镇（街道）文化站19个，覆
盖所有乡镇（街道）；博物馆1个，书画
院1个，书画作品在市级比赛中获奖35

次。无线电视台1座，数字电视实际用
户13.18万户。年末电视节目综合人口
覆盖率为100%，全年制作电视节目时
间2495小时。

区内自然旅游资源丰富，历史文化
悠久，农业休闲旅游项目不断发展，年
末拥有 AAAA 级及以上旅游景点 3
个。全年接待旅游人数26.69万人次，
旅游总收入2900万元。

体育事业不断发展。全年组织体
育活动12次，参与人数15600人。在国
际国内比赛中共获得金牌2枚、银牌1
枚、铜牌2枚。年末拥有认证社会体育
指导员2718名，群众活动站点350处。

医疗服务能力显著提升。年末全
区有医疗卫生机构[3]138个。年末共
有区级医院3个，乡镇卫生院19个，民
营医院16个。年末共有卫生技术人员
3391人，其中年末共有执业医师和执业
助理医师1578人，比上年增加3人；注
册护士1077人，增加26人。医疗卫生
机构年末共有床位2036张，比上年增
加84张。村办卫生机构353个，乡村医
生886人，执业和助理医师164人。

十二、城乡建设和环境保护

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持
续打造“轨道上的京津冀”，市域郊铁路
静海线纳入国家京津冀协同发展交通一
体化规划。全力支持津石高速天津段建
设。港静公路（静海大港界—团唐公路）
改建工程建成通车。新建乡村公路46
条总计38.36公里，道路通车里程达到
2229.09公里。市政新修拓宽道路0.64
万平方米，本年新修地下给排水管道
2021延米。集中供热户数16.6万户。

建成美丽村庄 35 个，完成主干
街道硬化 17.42 万平方米，里巷街道
硬化 45 万平方米，安装太阳能路灯
1007盏。

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严格控制污染
物排放，新能源环保发电项目建成投产，
农村卫生厕所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达到100%。城区实现清洁能源供热，天
然气用户比上年增加8.1%。大力实施节
能降耗工程，全年单位生产总值能耗比
上年下降了4.5%，有效地降低了污染物
排放。空气质量有所改善，全年空气质
量综合指数[4]5.37，比上一年下降2.7%；
大气细物粒物（PM2.5)年平均值59微克/
立方米。建成区绿化覆盖率29.17%。

注释：

本公报中部分数据因四舍五入的

原因，存在着与分项合计不等的情况。

[1]本文中2020年常住人口数据为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点（2020年11

月1日零时）数，2019年数据是根据第

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修订后的数据。

[2]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节能

环保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

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能源产

业，新材料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等七

大产业中的工业相关行业。

[3]本文中医疗卫生机构不含村

级卫生机构村卫生室。

[4]空气质量综合指数，空气质量

综合指数由市环保局依据 PM10

PM2.5SO2NO2O3和CO六项污

染物测算，此项指标数值越小越好。

表5 保险业务情况

项目 金额（万元）比上年增长%
承保金额合计 31400304 115.2
其中：企业财产险 1413163 141.4

农业险 206803 71.3
运输工具险 3038345 111.1
人寿、人身意外险、健康险 18047683 119.7

保费收入合计 178906 14.9
其中：企业财产险 746 61.7

农业险 8176 77.1
运输工具险 54558 183.6
人寿、人身意外险、健康险 91703 -21.1

赔付支出合计 39843 31.1
其中：企业财产险 496 316.4

农业险 6317 76.4
运输工具险 10154 4.7
人寿、人身意外险、健康险 11498 6.4

表3 2020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产品产量及增速

产品名称 计量单位 本年实际产量 上年实际产量 比上年增长%
小麦粉 吨 52753 55439 -4.8
饲料 吨 294973 211563 39.4
鲜、冷藏肉 吨 327 7067 -95.4
乳制品 吨 27137 27801 -2.4
家具 件 4619861 5903229 -21.7
橡胶轮胎外胎 条 1505302 2317277 -35.0
水泥 吨 602173 1179965 -49.0
商品混凝土 立方米 2111930 1167489 80.9
钢材 吨 24526567 24845036 -1.3
铜材 吨 200837 213432 -5.9
铝材 吨 86220 92605 -6.9
钢丝绳 吨 71330 61460 16.1
金属紧固件 吨 108243 89520 20.9
两轮脚踏自行车 辆 4496331 3268809 37.6
电动自行车 辆 4038997 3216229 25.6
电力电缆 千米 145168 146898 -1.2

表2 2020年全社会主要农作物面积、实际产量及增长速度

单位：亩、吨
指标名称 播种面积 总产量

数量 比上年增长% 数量 比上年增长%
农作物 1099904 -0.8
1、粮食作物 978754 0.1 274637 -13.1
夏收小麦 206120 -2.1 68831 1.1
秋收粮食 772634 0.7 205806 -17.0
2、油料作物 2891 -44.7 650 -50.6
3、棉花 4654 -78.0 360 -85.4
4、蔬菜及食用菌 83388 26.0 293280 20.7
5、果用瓜 20767 3.0 73183 4.0
6、药材 362 -33.9
7、其他农作物 9088 -50.5
其中：青饲料 2395 -80.8

表1 2020年年末人口数及其构成

指 标 年末数（万人） 比重（%）
全区常住人口（七人普数据） 78.71 100.00
其中：城镇 44.76 56.87

乡村 33.95 43.13
全区户籍人口 62.25 100.00
其中：男性 31.45 50.52

女性 30.80 49.48
其中：0-15岁（含不满16周岁） 11.56 18.57

16-59岁（含不满60周岁） 37.63 60.45
60周岁及以上 13.05 20.96
其中：65周岁及以上 9.55 1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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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危害性认识

（1）艾滋病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
远。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死亡率高
的严重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
苗预防。
（2）艾滋病威胁着每一个人和每一

个家庭，预防艾滋病是全社会的责任。
2、预防知识

（1）艾滋病病毒通过性接触、血液
和母婴三种途径传播。
（2）性病可增加感染艾滋病病毒的

风险，必须及时到正规医疗机构诊治。
（3）避免共用注射器静脉吸毒，可

有效预防艾滋病病毒经血液传播。
（4）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孕产妇

应及时采取医学手段阻止艾滋病病毒
传给婴儿。
（5）艾滋病目前没有疫苗可以预

防，掌握预防知识、拒绝危险行为，做好
自身防护才是最有效的预防手段。
（6）坚持每次正确使用安全套，

可有效预防艾滋病/性病的经性途径

传播。
（7）暴露后72小时内尽早使用阻断

药可减少艾滋病病毒感染的风险。
3、检测与治疗

（1）艾滋病检测是及早发现感染者
和病人的重要措施。
（2）静海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供

免费保密专业检测咨询。
（3）感染艾滋病病毒后及早接受抗

病毒治疗可提高生活质量，减少艾滋病
病毒传播。

4、法律法规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也是艾滋病的
受害者,应该得到理解和关心，但故意
传播艾滋病的行为既不道德，也要承
担法律责任。
静海区重点疾病预防控制和免疫规划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供稿

艾滋病？你想知道的都在这里

健康之窗

近日，我国迎来寒潮天气，多地“一
夜入冬”，此轮寒潮影响范围广、持续时
间长、降温剧烈，部分地区还出现了较
强雨雪天气，可谓来势汹汹。

人如果短时间内暴露于极低温的
环境，或长时间暴露于冰点以下的低温
环境，就会出现冻伤，冻伤后有些人又
偏相信“土方”，殊不知只会越用越糟。
那么，出现了冻伤究竟应该怎么办呢？
出现蓝紫色斑、发痒刺痛就要警惕

据了解，当皮肤温度降到-2℃时，
就有可能发生冻伤。“冻伤是指机体暴
露于低体温环境所致的全身性或者局
部性的急性冻伤性损害，多见于寒冷地
区。根据冻伤的严重程度一般分为四
度。”南昌中山皮肤病医院主任医师刘
红光介绍说，一度冻伤是皮肤浅层冻
伤，局部皮肤表现为苍白色或变成蓝紫
色斑，继而出现红肿、发痒、刺痛的感
觉，但这种冻伤没有水疱形成，1周之后
症状会消失，表皮脱落之后愈合不留瘢
痕。二度冻伤，局部红肿、痒、痛，早期

有水疱出现。三度冻伤，创面由苍白变
为黑褐色，知觉消失，周围有红肿、疼
痛，可以出现水疱，坏死组织脱落后，可
形成肉芽创面。四度冻伤，皮肤呈暗灰
色，局部感觉和运动功能完全消失，容
易并发感染而形成湿性坏疽。
“如果全身冻伤时，开始可能有寒

战、苍白、发绀、打哈欠等表现，进而会
出现肢体僵硬，意识模糊，甚至昏迷
等。”刘红光说道。
“土方”治疗冻伤真的有用吗？

“冻伤后不少患者会自己采用一些
‘土方’治疗。有的用浸泡过辣椒的热
水泡脚，有的用萝卜叶子熬水涂抹，有
的把芦荟捣碎了涂抹……这些在医学
上来说都是不成立的。”滕州市中心人
民医院普外科副主任医师张广东说，患
处被刺激后反而导致冻伤恶化，基本都
出现冻伤部位起大包、出水泡等情况。
“如果发现自己被冻伤，千万不要

盲目用所谓的‘土方’自行治疗，这非但
没用，而且会增加刺激过敏和感染风

险。”张广东提醒，接诊时总有一些患者
会用雪搓和用热水复温，这都是不科学
的方法，这样不仅会加强疼痛感，还可
能会造成病情反复发作，正确的做法是
应该将被冻的位置放入接近人体体温
的温水当中，比如用37℃—40℃的温
水或者温毛巾进行5分—10分钟的复
温，不超过20分钟，当下有条件的话可
以用无菌温盐水冲洗干净，患肢应制动
并适当抬高，以免加重组织损伤并减轻
水肿。切记不能用冰雪涂擦伤处，也不
能用火烤。

医生建议，寒冬季节，皮肤暴露处
要多加保护，出门时应戴口罩、手套、防
风耳罩等。应经常保持服装、鞋袜干
燥，发现有冻伤征兆了可以先使用一些
冻疮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如果冻伤
情况比较严重，出现水泡等症状，最好
的方法还是尽快到医院救治。

如果形成冻疮该怎么治？

寒冬时节，防冻措施一下没做到位
很容易就被冻疮找上门。冻疮的复发

率很高，往往“一年生冻疮，年年生冻
疮”，冻疮虽是小病，但要想赶走它并
不容易。

长了冻疮该怎么处理和治疗呢？
“首先要预防，保暖是预防和治疗冻疮
最为有效的方法，另外得了冻疮之后局
部会有点痒，千万不要用手去抓，这样
只会越抓皮损越重，在冻疮没有破溃的
地方，可以使用冻疮膏局部轻柔按摩，
有水泡的地方可以先用碘伏进行消毒，
然后再用无菌注射器将其穿破后引流，
保持局部干燥，也可以外用一些医用软
膏预防感染，在破溃的地方，可以使用
生长因子凝胶，如果冻疮发展到比较严
重的情况下，还是建议第一时间到医院
的皮肤科就诊。”刘红光说，不严重的冻
疮，一般不需要治疗，注意保暖后持续
1—3周内会自愈，一般的情况下，随着
气温慢慢回暖，冻疮也会逐渐好转。

说到底，要从根本上解决冻疮问
题，合理的保暖是必须的。所以冬天穿
暖和点，千万别跟自己过不去。

静海区科学技术协会供稿

治冻伤用热水泡或雪搓？千万别再这么干了

表42020年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长速度

行 业 比上年增长（%） 行 业 比上年增长（%）
总计 10.3 金融业 -75.6

农、林、牧、渔业 -29.3 房地产业 -1.8
采矿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00.0
制造业 -10.8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437.9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9.2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164.7
建筑业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批发和零售业 -100.0 教育 -38.9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41.4 卫生和社会工作 261.6
住宿和餐饮业 1406.1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644.2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21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