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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江晚报讯 如今，在市妇
幼保健院自主研发的孕期 APP
孕乐宝上，孕产妇不仅可以实现
预约产检、24小时专家一对一咨
询、远程胎心监测、孕期专业营
养指导等一系列孕期个性化专
业服务，在增设的“母子健康手
册”板块，还可以在线查询 0-7
岁宝宝的各项检查结果和免疫
计划，实现了从女性备孕到宝宝
出生后的“一站式”健康信息管
理。

陈曦今年刚升级为妈妈，由
于头一胎缺乏经验，孕期一有小
状况就十分担心，又害怕父母跟
着操心，只好三天两头往医院
跑。有一次，她总感觉皮肤瘙
痒，虽然医院检查未发现大问
题，可回到家后，她还是不放心，
便尝试着通过孕乐宝向医生咨
询。看了化验单和报告单，医生
告诉陈曦是普通的妊娠期皮肤
症，对母婴并没有什么影响，同
时还叮嘱她不要抓挠或乱用药，
这才让她踏实了不少。生下宝
宝后，陈曦还养成了一个习惯：
每次她和孩子检查完，都会查看
APP 的“母子健康手册”栏目，

“一方面了解我俩的健康信息，

另一方面等宝宝长大后，还可以
将APP内容打印成册，也算是一
份特别的礼物”。

市妇幼保健院信息科科长
丁腊春介绍，以往，“母子健康手
册”为纸质册子，容易破损，也容
易丢失个人保健信息，现在有了
手册的电子版，不仅可以在线查
看母婴各项检查结果，还会提醒
免疫计划，了解儿童生长发育情
况，方便就诊时协助医生更加详
细地了解相关信息，确立更加准
确的指导意见，并结合原有功
能，获得全方位的医疗保健服
务。

作为全市首款由医院自主
研发的孕期 APP，“孕乐宝”自
2016年上线以来，帮助我市不少
孕产妇改变了传统线下“寻医问
药”模式，目前注册人数已突破1
万人次，每天新注册的用户就有
二三十人。丁腊春表示，孕乐宝
从为孕产妇提供更加便捷的医
疗服务出发，有效融合线上线下
医疗保健资源，为区域内孕产妇
自主交流与专家干预提供信息
交流云平台，通过多项个性化医
疗保健服务，更好地呵护母婴健
康。 （钱菁璐 杨泠）

孕乐宝APP再升级呵护母婴健康
实现从女性备孕到育儿的“一站式”管理

10月31日
停电时间 9：00-15:00
停电线路 10kV 华村线 14700
开关以下；10kV 苏游线 1F9500
开关以下,至1F951G31开关
停电范围 147 线:镇江市润江
屠宰有限公司、镇江市丹徒区
辛丰镇林富水泥制管厂、江苏
省交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338
省道镇南立交至丁岗段工程A4
标项目经理部、中铁二十四局
集团有限公司、镇江市永和物
流有限公司、镇江市丹徒区辛
丰中天建材厂、江苏苏建路桥
机械有限公司、鑫旺建筑材料
厂(码头)镇江亨威轴承有限公
司、辛丰开仪02号变、辛丰前开
仪南配变、三圩02号变、辛丰三
圩谢家、辛丰集镇19号变、辛丰
集镇12号变、三圩王家庄、辛丰
前开仪配变、辛桥01号变、辛桥
王家北、东石码头、辛丰三圩01
号变、辛丰三圩四队、开仪01号
变丁卯杜村西、开仪二队、辛桥
09号变、辛丰南圩二队、辛桥王
家、辛丰集镇06号变、辛丰集镇
18号变、丁卯东石庄前跳变、辛
桥蔡家、辛桥07号变丁卯东石
08 号、丁卯东石 03 号、辛丰集
镇17号变、辛丰辛桥蔡家北、辛
丰世纪花园、辛桥04号变、辛丰
新桥码头、辛丰三圩曹家圩
1F95 线：丹徒区鑫旺建筑材料
厂、镇江市丹徒区秀禾秸秆利
用有限公司、沪宁城际铁路股
份有限公司、镇江诚迎橡胶有
限公司、镇江安邦电子有限公
司、镇江固德车轮制造有限公
司、丁卯苏游 01 号、徐东 01 号
变苏游种植园、徐东南、基建临

时用电（辛度变）、下方西山背、
丁卯苏游02号、下方五队、下方
西三路、辛桥姜家庄、辛丰下方
六队、丁卯苏游03号、下方辛三
路、下方东山背、徐东08号变、
辛桥03号变、徐东二队下方01
号变、徐东十队、辛桥吴家、徐
东 02 号变、徐东 03 号变、丁卯
苏游七组、丁卯苏游五队、丁卯
苏游一级站、丁卯苏游四队、辛
桥 06 号变、辛桥 08 号变、辛丰
下方02号变、徐东村六队、辛丰
下方西山背东、下方06号变丁
卯苏游02号北、丁卯东石07号
停电时间 9：00-15:00
停电线路 10kV 财富线 1S4311
开关以下,至6231S43开关
停电范围 甘露商城箱变、镇江
安达洲投资有限公司
停电时间 9:00-15:00
停电线路 10kV 四圩线 17002
开关至1701J14开关；10kV俊华
1J14线,至1J1401开关
停电范围 170 线：江苏镇江润
州工业园区水利管理服务站、
镇江市戴家门路工程建设指挥
部、镇江市五洲山茶场、镇江船
舶电器有限责任公司、江苏镇
江润州工业园区龙门村村民委
员会(创业楼)、龙门村小东框、
蒋乔镇八大家、七里龙门蒋家
圩跃进电站、蒋乔镇蒋家圩二、
龙门除铁器厂、龙门佘家圩
1J14线：无
停电时间 9:00-15:00
停电线路 10kV 茗苑线 21383
开关以下，10kV 明旺 1C25 线
1C2543开关以下
停电范围 新城茗苑
停电时间 9:00-15:00
停电线路 10KV宗芮线1S4304
开关以下，至1G121S43开关;南
郊变备用1J13线

停电范围 丁卯雷郁四、丁卯秀
山郁村二组、丁卯秀山雷村
停电时间 9：00-15:00
停电线路 10kV 东贪线 1F2321
开关以下
停电范围 上党集镇21号、上党
集镇 33 号、上党集镇 32 号、上
党建房办、粮管所、上党集镇12
号、上中南、上党集镇13号集镇
影剧院、上党集镇34号、上党集
镇 23 号、集镇蔡家、上党生资
站、集镇棉花仓库、上党集镇18
号、上党集镇 30 号、上党集镇
07 号、集镇 26 号变、上党卫生
院、上党集镇 19 号、上党养路
队、上党集镇 31 号、上党集镇
08号
停电时间 9：00-16:00
停电线路 10kV 学林线 13721
开关以下，至137644联络开关；
10kV雅郡线1H3402开关以下，
至1H3403开关。10KV新民线
64052开关以下
停电范围 137线：翰林苑、镇江
市城市干道工程建设办公室、
象山新华庄家湾、江苏嘉源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东城绿洲
1H34 线：翰林苑 1#电房、翰林
苑 2#电房、翰林苑 3#电房、东
城绿洲 1#电房、翰林苑 4#电
房、东城绿洲8号箱变、东城绿
洲 7#箱变、东城绿洲 5#箱变、
东城绿洲2#箱变、东城绿洲4#
箱变、镇江市路灯管理处、丁卯
杜湖新村十四、象山蒋家湾、丁
卯杜湖新村十一、丁卯杜湖新
村十二、丁卯杜湖新村七、丁卯
杜湖新村八、丁卯杜湖新村九、
丁卯杜湖新村十、象山东城社
区九组、象山蒋家湾四、象山蒋
家湾二
640线：镇江市第一中学

京江晚报讯 为提升创业
载体建设水平，营造更加优质
的创新创业环境，昨天我市在
苏南人力资源市场举办“金秋
创业行·镇江创业大讲堂”活
动，吸引了全市各级创业平台
服务人员的关注。

这次活动特地邀请到了来
自北京的主讲嘉宾戴永，他是
清华 x-lab创业DNA基金管理

合伙人，清华经管学院中国创
业研究中心新三板实验室执行
主任。他的讲座内容是风险投
资人如何评估和挑选创业早期
项目。讲堂上，戴永结合平时
工作中遇到的各类实际状况，
详细讲述了如何更好地进行创
业机会的识别及相关股份融资
实务的操作；对什么才是风险
投资眼中的创业好项目，以及

如何挑选初创项目等一系列实
际问题进行深度解剖。最后他
以自己的经历讲述了如何与创
业项目合作，并如何为初创项
目提供进一步的增值服务。

讲座最后，市创业指导服
务中心为戴永颁发了聘书，聘
任他为镇江市创业指导专家。

（朱辉艳 竺捷）

京江晚报讯 昨天白天还是
比较暖和的，小伙伴有没有觉得
自己穿多了？不过没有阳光的
早晨和晚上还是凉凉的，大家注
意及时加衣哦。

市气象台根据气象资料分
析，预计 11月 4日之前我市都以
晴好天气为主，可能在 11月 4日
到6日有一次降水天气过程。气
温方面，30日至31日将有一股弱
冷空气影响我市，预计 11月 1日
和 2 日早晨的最低气温在 8℃到
9℃，其余时段的最低气温基本
都在10℃以上。

具体天气预报：昨天傍晚到
今天晴到多云，偏北风转偏东

风，风力都是3级左右，最低气温
9℃ 到 10℃ ，最 高 气 温 23℃ 到
24℃；31 日多云，最低气温 10℃
到 11℃，最高气温 21℃到 22℃；
11 月 1 日 晴 ，最 低 气 温 8℃ 到
9℃，最高气温19℃到20℃。

（王小月）

今明两天弱冷空气影响我市
注意早晚及时增减衣物哦

“创业大讲堂”
为创业平台服务人员支招

京江晚报讯 日前，我市
首家农业产业化联合体——丹
阳江南食用菌产业化联合体在
江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挂牌成
立。

该联合体由省级龙头企业
江苏江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牵
头，与当地的江南草菇专业合作
社、皇塘镇后亭村长鹤蔬菜专业
合作社等 5 家合作社，华覃食用
菌研究所、镇江食用菌研究所等
2家科研单位，以及 20多家种植

大户，组成农业产业化联合体。
相关人士表示，联合体将围

绕构建上下游相互衔接配套的
全产业链，推动产业链上下游长
期合作，带动普通农户共同发
展，同步分享农业现代化成果，
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供了
很好的示范效应。联合体的建
立，标志着我市农业产业化联合
体的推进工作进入快车道。

（干光磊 刘铮）

我市成立首家农业产业化联合体

停电检修信息

日前，市三院工会、团
委在朱方路小学举办以

“我运动，我健康，我快乐”
为主题的第二届职工运动
会。本届运动会既有竞技
项 目 ，又 有 趣 味 运 动 项
目。拔河、跳远、三人四足
接力、同舟共济向前进等
比赛项目，增进了参赛科
室队员间的团队精神和集
体荣誉感。

潘锋 王呈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