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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心中毒当心中毒
路边的野菜
不要随便采

近日泸州两女子
误食“山寨血皮菜”中毒

医生：好多野菜野果都有毒

当下，正是各类野菜生长的旺
季，喜欢野菜的人总想尝一尝纯天
然的味道。位于泸州的西南医科大
学附属中医医院，每年都会接诊误
食野菜中毒的病例。19日，记者从该
院获悉，该院又接诊了一起误食野
菜中毒的病例。两位市民将化儿草
当作血皮菜误食中毒，幸好及时就
医，现已康复出院。

医生提示，化儿草叶边有卷齿、
叶片比血皮菜更修长，咀嚼有苦涩
味，具有活血化瘀的功效，常作为堕
胎药使用，食用过多会产生恶心、呕
吐、腹泻等食物中毒症状，采摘和购
买要仔细辨认。

中国银行四川省分行：
金融“贷”动烟火温度
“活水”潺潺助力振兴

立足小微
助力个体工商户“活起来”

“这是当季卖得最好的款，光今天
一天就买了几十件！”在成都荷花池经
营服装批发生意的周姐神采飞扬地整
理着销售记录，难掩喜悦之情。

成都荷花池批发市场作为西南
地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是当地人时
代记忆中无法忽略的“线下淘宝”，聚
集着一大批怀揣致富梦想的商户，周
姐就是其中的一员。多年前，周姐从
老家山东来到成都经营服装生意，十
多年来，周姐的生意蒸蒸日上，开了
八家连锁店。然而疫情让周姐的生意
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我刚付了50万元定金，很快就
要交尾款了，如果不能按时支付尾
款，还要赔偿几十万的违约金。但买
衣服的人越来越少，房租水电人工费
却越来越高。”谈起生意，周姐夜不能
寐，沉重的压力令她一度想到放弃。

虽然辗转各处寻求资金之举因
为抵押物不符合条件、贷款利率超出
预算等原因屡屡碰壁，周姐还是舍不
得近二十年的心血，抱着试一试的心
态，她走进四川中行网点。“周姐那天
只是想来碰碰运气，没想到只抵押商
铺就能贷到款，而且利率也低。得知
可以贷款，周姐显得又开心又激动。”
客户经理回忆到。

三天后，看到手机屏幕上显示
260万元贷款到账的消息，周姐激动
得几乎落泪。“连续半个多月，我吃不
下饭睡不着觉，员工也要失业。这下
好了，付清尾款，广州的供应商也马
上发货，我们店一定会越来越好。”

扎根当地
创新产品衔接产销需求

农历二月，天气晴朗，茶树吐芽，
雅安市名山区的茶农纷纷开始采摘
鲜叶。但清明前的鲜叶价格就像串天
炮一样，突突突地往上蹿，很快就比
去年的价格翻了一倍。由于鲜叶交易
采用现货付款的模式，当地茶商没有

预料到鲜叶价格涨得如此离谱，准备
的资金不足，收购量大幅下降。

当地村民张大爷介绍：“鲜叶价
格涨了是好事，可以多卖点钱。但涨
凶了收的人就少了，采摘的茶叶卖不
完，茶树上的茶叶很快就会变老，品
质下降价格就低了。”张大爷家里有
近20亩茶园，都是请人采摘，茶叶卖
不出去，损失可就大了。

结合当地政府、运营公司、茶叶
产业、茶农等产业链的相关主体需
求，四川中行很快推出了县域特色授
信线上产品“茶商贷”。该产品精准定
位茶叶时节性特征，以及市场茶商高
频交易模式等特点，采用线上自主提
款、无抵押、随借随还的模式，并为

“名山区世界茶都茶叶交易市场入驻
茶商项目”获批授信额度3500万元。

“从提交资料到拿到钱，仅用了三
天，这是我从未经历过的速度。我可以
多收点茶叶了！”茶商王能抱着碰运气
的态度，到雅安当地中行申请贷款50
万，没想到很快就批了下来。

“这款产品推出得太及时了，既满
足了茶商时间上的需求，又能为茶农增
收做出贡献，我会向交易市场的入驻茶
商进行推介，让他们也能有充足的资金
进行春茶采购，让我们市场的交易更
加活跃！”名山茶都市场负责人说道。

根植热土
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在扎
实服务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征途上，四川中
行的“活水”赋能从未缺席。

成都逸田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逸田农业）位于成都市
双流区，是一家以蓝莓研究为核心，
集合现代化生态农业种植、规划运
营、种苗培育、智慧农业建设的农业
技术型服务公司。作为曾经的全国百
强县，双流农业种植作物大多属于附
加值比较高的经济作物，单位亩产价
值较高，近几年更是出现了不少农业
高科技企业，逸田农业即属此列。

“我们公司在双流区彭镇建有150
亩的现代农业高效示范及科研基地，
我们非常需要资金用于蓝莓无土栽培
项目持续经营发展，但由于缺乏传统
抵质押物，我们之前始终面临贷款难
和融资成本偏高的困境。中国银行主
动上门为我们讲解科创贷产品，仅用1
周时间就为我们发放了100万元贷款，
让我们公司的科创价值有效地转化为
信用价值，还能享受贴息政策，真是太
方便了。”逸田农业负责人杨总回忆道。

“当地政府和人民银行都很重视
针对科创企业的政策扶持，这既与我
们担当社会责任，助力乡村振兴的初
心相吻合，也与我们服务科创类、小
微企业的业务相吻合。”四川中行工
作人员介绍，该行积极响应人行号
召，积极发展普惠金融和涉农贷款，
除中行总行产品外，四川中行也结合
当地企业具体情况，推出30多个特色
产品，与40多家担保机构进行合作。

四川中行相关人员表示：“下一
步，我们将继续在人民银行的带领
和监督下，履行好我们服务乡村振
兴战略、服务生态可持续发展战略、
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工作要
求，继续承担国有大行责任，更加有
效地发挥国有大行的‘头雁效应’，
践行扶小助微的使命。” （张尧）

贯彻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
强化金融支持防控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通知》《关于
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金融服务的通知》的要求，进一
步落实助企抒困、惠企利民及乡
村振兴相关政策，四川中行紧密
依托全球化、综合化集团优势，
积极助力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
业发展，为烟火气的幸福添加幸
福温度，同时全方位加大乡村振
兴支持力度，切实提升金融服务
乡村振兴质效，以金融“活水”润
泽“天府之国”。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
“3D”第2022129期开奖结果：395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双
色球”第22056期开奖结果：红色球号
码：01 06 11 14 17 26 蓝色球号码：
15

（以上所有开奖信息以开奖现场公
证后的结果为准）

福
彩

体
彩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22129期开奖结
果：005，直选：7756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
选3：18537注，每注奖金346元。（44446888.83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22129期开奖结
果：00548，一等奖19注，每注奖金10万元。
（465449835.34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22年7月18日)

兑彩票

踏青误食化儿草
两女子中毒连夜求医

5 月 19 日，记者从西南医科大
学附属中医医院获悉，泸州市龙马
潭区的谢女士近日趁着周末，约了
室友外出踏青。她们见路边的“血皮
菜”长得很好，叶片齁嫩，就顺便采
摘了点回家烧汤。

当晚8时许，热气腾腾的“血皮
菜”汤上桌了。虽然吃在嘴里有点涩
口，但谢女士和室友均未多想，甚至
以为是天然野菜的“本味”，吃了对
身体有好处。

然而，吃了不到一小时，谢女士
和室友两人开始出现恶心、呕吐等
症状，而且越来越厉害。“莫不是吃
错了东西？”两人开始慌了，立即赶
往西南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城北
急诊科就诊。

城北急诊科值班医生税利蓉接
诊后，得知两人刚刚吃了从野地里
采摘回来的“血皮菜”，怀疑两人是
误食化儿草中毒。税利蓉拿出图鉴
对比，两名患者确认就是化儿草。

查明中毒原因后，税利蓉对症
下药，两人中毒症状很快得到缓解，
现已康复出院。

据了解，近几年，西南医科大学
附属中医医院急诊科每年都会遇到误
食化儿草的病例。“真就是宣传年年有，
中毒人不断……希望以后千万别再中
毒了。”该院负责宣传的人士表示。

医生提示：
这4种花果也要小心中毒

据西南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
城北急诊科税利蓉主治医师介绍，
化儿草外形、颜色与血皮菜极为相
似，极易被误认为是血皮菜。

税利蓉告诉记者，化儿草叶子
边上有卷齿、叶片比血皮菜更修长，
咀嚼起来有苦涩味，具有活血化瘀
的功效，常作为堕胎药使用，食用过
多，会产生恶心、呕吐、腹泻等食物
中毒的症状，农户在采摘、消费者在
购买时务必要高度重视，仔细辨认。

税利蓉表示，除了化儿草，下面
这些花花草草也很容易混淆，千万
要小心辨认，不然一不小心就要掉
进“毒坑”里。

秋葵＆曼陀罗

秋葵：可食用。具有较高食用及
经济价值。

曼陀罗：有毒！别名洋金花、山
茄子、曼达、曼荼罗等，作麻醉等药
用或用于观赏，中毒后轻者口和咽
喉发干、吞咽困难、瞳孔散大、心率
增快、行为异常等，严重者可发生昏
迷、抽搐，甚至呼吸循环衰竭、死亡。

金银花＆钩吻花

金银花：可食用。正名忍冬，因
花开初为白色，后转黄而得名金银
花，为清热解毒良药。

钩吻花：有毒！别名胡蔓藤、断
肠草、烂肠草、朝阳草等。其含有多
种生物碱，具有强烈的神经毒性，中
毒后主要表现为呼吸麻痹，轻者呼
吸困难，重者致死。

芋头＆滴水观音

芋头：可食用，富含淀粉、矿物
质及维生素等。

滴水观音：又名海芋、滴水莲，
是观赏性植物，全株有毒，以茎干最
毒，根、茎中的白色汁液有毒，滴下
的“水”也有毒，误食后主要表现为
喉咙和口腔不适，喉舌发痒、肿胀，
流口水，胃部灼痛，恶心呕吐，出汗，
惊厥等，严重者还会出现窒息甚至
心脏麻痹死亡。

桑葚＆马桑果

桑葚：味甜多汁，可入食可药用。
马桑果：是马桑的果实，如豌

豆大小，未成熟时呈绿色，每年5~6
月间成熟，开始呈鲜红色，逐渐变
为紫黑色。马桑全株有毒，以嫩叶
和未成熟果实毒性较大。误食马桑
果青果 15~60 克即可中毒，轻者腹
痛、恶心、呕吐、头晕、胸闷等；重者
烦躁不安、血压升高、呼吸加快、全
身抽搐；危重者可发生脑水肿、呼
吸抑制、心跳骤停甚至死亡。

其实两者可从果形和叶形来区
分：马桑果呈球形，叶对生，椭圆形
或阔椭圆形；桑葚为聚花果，叶互
生，叶片卵形或宽卵形。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罗敏 戴佳佳

2022年全国普通高考将于6月7
日至9日进行，为保障考生顺利参
考，省教育考试院郑重提醒考生朋
友知悉遵守以下防疫要求：

1.请考生即时申领本人的“四川
天府健康通”，并持续关注健康码状
态。符合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条件的，
请完成疫苗接种。

2.考生须在6月5日进行1次核酸
检测，确保首次进入考点时能够出
示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考
点所在地因疫情防控需求有其他核
酸检测要求的，按其要求执行。

3.请所有滞留在省外及省内非报
名所在市（州）的考生（以下简称“滞留考

生”）见到本公告后立即主动向报名所
在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以下简称

“报名地招考机构”）报告目前滞留位置
和状态、自身健康情况、返程安排、联系
方式等相关信息，并保持登记的手机号
码畅通，服从报名地招考机构的安排。

4.为确保能够顺利参加考试，请
滞留考生在遵守防疫要求的前提
下，于5月24日（考前14天）返回报名
所在地备考，避免因疫情防控等原
因，导致无法正常参考。

5.考生在备考期间直至高考结
束，须减少不必要的聚集和跨区域
流动，不到人群流动性较大场所、不
前往中高风险等级地区，按要求做

好考前连续14天本地健康监测。
6.考生确因疫情原因（被隔离或

封控、管控）无法按要求返回报名所
在地的或返回报名所在地存在无法
克服困难的，请立即向报名地招考
机构报告相关情况，按照报名地招
考机构制定的参考方案考试。

7.因考生未主动报告滞留状态、
滞留信息不实、拒绝配合报名地招考
机构工作安排和防疫要求，导致不能
参加高考的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8.请考生关注省教育考试院和
报名所在地市（州）招生考试机构微
信公众号、官网，及时获悉备考注意
事项。 （四川省教育考试院）

疫情期间，外出采购需要注意些
什么？网购取货如何才能更放心？这
份疫情期间安心买菜指南送给您！

外出采购防护好
速战速决别聚集

出门前应正确佩戴口罩，确认
口罩的密闭性后方动身。

做好手卫生，可使用便携式免
洗手消毒液和消毒湿巾。

尽量避免触摸公用物品，不要
用手触碰脸部、眼、口、鼻。触摸眼、
口、鼻前要洗手，用肥皂或洗手液，
流动水冲洗20秒。

咳嗽、打喷嚏时用肘部或纸巾

遮掩，口鼻分泌物用纸巾包好弃置
于垃圾箱内。

选择正规、防控措施落实好的商
超。购物时，不要直接用手触碰食物，
可将购物小袋套在手上来选购。购买
肉类和海鲜等生冷食物时，要与果
蔬、熟食等食物分开包装。

尽量避开高峰时段，提前列出购
物清单，直奔主题，速战速决，尽量减
少在超市、菜市场停留的时间。

买菜购物时与人保持1米以上
距离，尽量别闲聊，更不能拉下口罩
交谈。

购取货戴口罩
注意做好手卫生

线上购物，要选择正规网店，避
免购买不明来源的货品。

收快递时，优选无接触方式，例
如用智能快递接收箱。

取快递时，戴好口罩，最好佩戴
一次性手套，避免用手直接接触快
递的外包装。

取完快递，可将外包装袋直接
扔进垃圾箱，尽量不带入室内，确要
带入时可采用消毒湿巾六面擦拭消
毒或进行喷雾消毒等。

拆除外包装后，一定做好手部
卫生，包括用流动水洗手或使用手
消毒剂。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拓 综合中国疾控动态、成都疾控

5月18日，广安市应对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疫情应急指挥部发布
最新通告，要求在保障全市社会运
行、应急处置、疫情防控和人民群
众基本生活的前提下，全市党政机
关、企事业单位实行居家办公、闭
环管理。

全市机关事业单位除承担疫情
防控、安全生产、森林防灭火、应急
抢险、值班值守等必需紧要任务的
工作人员外，其余人员由单位组织

安排居家办公。按规定和要求仍在
生产经营的市场主体，除一线必须
在岗的管理人员、业务人员外，其余
人员居家办公。

居家办公期间，提倡视频、网络、
电话等线上办公方式。各单位统筹做
好员工居家办公的具体安排和教育
管理，确保居家办公期间各项工作正
常开展，不断档、不脱节。

非居家的办公人员严格落实单
位、宿地“两点一线”管理要求；对于

工作、生活在不同区域的非居家办
公人员，原则上由单位解决食宿问
题。各类单位内部食堂暂停堂食，提
倡分餐、错峰用餐。

全市政务服务大厅暂停现场窗
口受理办理工作，提倡不急事项延
后办。对确需大厅现场办理的事项，
通过“四川省政务服务网广安频道”

“天府通办APP”和电话等方式预
约，预约成功后，由大厅工作人员统
筹办理。 （四川发布）

广安市最新通告：
全市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居家办公、闭环管理

“野菜迷”
须牢记
这6点
1、“不知不食”原

则：有些毒草和野菜
长相酷似，在没有十
足把握能分清的情况
下，不要随意采摘；

2、路边、水沟旁、
化工厂附近、城市密集
人群周围的野菜，可能
含有有毒物质，尽量不
要采摘；

3、购买野菜时，最
好不要在路边流动摊
位上选购，应到正规菜
市场或超市购买。即使
发生中毒，也可溯源找
到责任主体；

4、野菜要清洗干
净，浸泡时间最好在
两个小时以上，烹饪
前用热水焯一下；

5、野菜尽量不要
多吃，以免损伤脾胃；

6、食用野菜后一
旦出现不良反应，要尽
快到医院诊治，以免错
过最佳救治时间。

疫情期间，这份安全采购提示请收好

化儿草（正面）
有毒不可食用

血皮菜
（正面）
可食用

考生须在6月5日进行1次核酸检测
滞留考生5月24日返回报名所在地备考

四川省发布2022年普通高考考生参考防疫公告

马桑果 有毒 古蔺疾控供图 桑葚 可食用

钩吻花钩吻花 有毒有毒

金银花金银花 可食用可食用

滴水观音滴水观音 有毒有毒

曼陀罗曼陀罗 有毒有毒

秋葵秋葵
可食用可食用

芋头芋头 可食用可食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