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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资讯 A9

全民吃碘盐时代将终结？

“食盐加碘”
条例施行 24 年后拟修订
本报讯 作为“全民补碘”的发端，
《食
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管理条例》在施行
24 年之后将迎来大修。记者获悉，国家
卫生健康委员会正在对条例进行修改，并
于 5 月 15 日公布了征求意见稿全文，征求
社会各界意见。
“食盐加碘”条例拟修订 将因地制
宜、科学补碘
眼下，条例在施行 24 年之久后，有望
进行首次修订。5 月 15 日，国家卫健委官
方网站公布了《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
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
针对修订的原因，国家卫健委有关负
责人回应称，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由
于碘缺乏病防治形势变化、国家食盐专营
政策改革以及与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
不一致等原因，现行《条例》中的有些条款
已不能适应当前的防治工作需要。虽然
我国已经实现消除碘缺乏病目标，但是由
于自然环境缺碘状况难以改变，防控工作
仍不能松懈，国家必须长期坚持食盐加碘
的防治政策。因此，有必要对《条例》进行
修订。
新京报记者注意到，此番修订，因地
制宜、科学补碘被放在了重要位置。征求
意见稿第三条明确提出，消除碘缺乏危害
遵循“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和差异化干预、

科学与精准补碘”的原则。
背景
“首先，由于我国碘缺乏病病区分布
全民强制补碘 24 年 碘缺乏病消除
复杂，不仅有碘缺乏地区，还存在适碘地
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是合成甲
区和高水碘地区，因此要根据不同地区不
状腺激素的原料。人体储存的碘仅能维
同情况指导公众进行科学补碘。其次，针
持 2-3 个月的需要。人体的碘完全依赖
对不同地区、不同人群，根据碘缺乏病监
自然环境供应，当人体停止碘摄入 2-3 个
测结果，分别采取不同防治措施，科学指
月后，如果未能及时补充碘，就会发生碘
导其选择食用加碘食盐或不加碘食盐，或
缺乏，并将导致地方性甲状腺肿、克汀病
者选择不同浓度的加碘食盐。”上述负责 （以痴呆、矮小、聋、哑、瘫痪为主要特征）
人说。
和亚临床克汀病（以智力低下为主要特
此外，条例规定，在碘缺乏地区销售
征）、单纯性聋哑、胎儿流产、早产、死产和
先天畸形等。
的食盐，应当为加碘食盐（第十三条）；在
适碘地区和水源性高碘地区销售的食盐，
中国曾是世界上碘缺乏病流行最严
应当为未加碘食盐（第二十五条）；因患疾
重的国家之一。早在 1994 年，为消除碘
病等情况，在医师指导下，认为不宜食用
缺乏危害，国务院公布《食盐加碘消除碘
缺乏危害管理条例》，在全国范围推行普
加碘食盐的，可以选择未加碘食盐（第十
遍食盐加碘为主的综合防治措施。2000
四条）。
年，中国实现基本消除碘缺乏病目标，至
食盐碘含量拟公布“国标”省级卫生
部门可选定“省标”
今持续保持消除碘缺乏病状态。
征求意见稿对食用盐碘含量标准的
不过，全民吃碘盐的“一刀切”政策多
年来备受指责。有质疑声音指出，中国大
制定和选择也作出了明确规定。文件提
部分地区并不缺碘，还有部分地区是高碘
出，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会同国务院食品
地区根本不应该补碘。更有人认为，近年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根据人群碘营养监测
来中国甲状腺癌的高发与全民补碘关系
情况，制定、公布食用盐碘含量标准；省级
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根据本地区人群
密切，并呼吁废止条例。
碘营养水平，选择适合本地区的食用盐碘
新京报记者注意到，此前我国已 3 次
下调食盐碘含量标准。
（许雯）
含量标准并向社会公布（第十二条）。

重庆
现
“最苗条”
电梯
路人调侃：
考验身材
5 月 14 日，在重庆解放碑
得意世界附近，有一部迷你电
梯，十分喜感，也显得十分“苗
条”。 一般的电梯，每级阶梯
都可以站立两个人，但是这部
迷你电梯，占据的空间相对狭
窄，每一级阶梯只能容得下一
人。
这部迷你电梯，同时赢来
了许多路人的眼光，有的路人
觉得这样的电梯不常见，便掏
出手机拍照留念。还有路人
调侃道：
“连电梯都减肥了，自
己这样的身材恐怕还挤不上
去哦。
”
网易

国家统计局：

4 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增势明显
新华社北京 5 月 15 日电（陈炜伟、张
弛）国家统计局 15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4
月份，国民经济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生
产需求稳中有升，
就业物价总体稳定。
从生产来看，工业生产增势明显，服
务业增长平稳。4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 7%，增速比上月
加快 1 个百分点。4 月份，全国服务业生
产指数同比增长 8%，增速比上月回落 0.3
个百分点。
从需求来看，消费、投资增速略有回

落，外贸增速由降转升。4 月份，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9.4%，增速比上
月回落 0.7 个百分点。1 至 4 月份，全国固
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7%，增速比 1 至 3 月
份回落 0.5 个百分点。4 月份，进出口总
额同比增长 7.2%，
上月为下降 2.5%。
与此同时，就业和物价保持稳定。4
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4.9%，比上
月下降 0.2 个百分点。31 个大城市城镇调
查失业率为 4.7%，比上月下降 0.2 个百分
点。4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1.8%，
涨幅比上月回落 0.3 个百分点。
此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
成效继续显现。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
产能利用率为 76.5%，比上年同期提高 0.7
个百分点。
“总的来看，4 月份国民经济延续了
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但也
要看到，外部环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
加，国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经
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仍需巩固。”国家
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说。

于方舟：为有牺牲多壮志
于方舟原名于兰渚，1900 年 9 月 15 日
生于直隶省宁河县（现为天津市宁河区）
俵口村一个农民家庭。幼年时，母亲常给
他讲述林则徐、关天培等抗英故事和义和
团反帝斗争的英勇事迹，使他受到了反帝
爱国的启蒙。
1917 年秋，于方舟考入天津直隶省第
一中学。中学时期，于方舟面对神州破
碎、民不聊生的凄惨景况，自警道：
“ 狂澜
四面严相逼，群生彼岸须舟亟。方舟负任
一何重？方舟遭境一何逆？”遂以“方舟”
为名，以此自奋，愿做“渡人之舟”，把祖国
人民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
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于方舟立即投
身于反帝爱国斗争的革命洪流。他组织
“学生救国团”，任团长，并先后当选为天
津学生联合会评议委员、天津市各界联合
会学生代表。9 月，他倡导组织了进步团
体“新生社”
，创办了《新生》杂志。
1920 年 1 月 29 日，于方舟与周恩来等
率天津爱国学生千余人赴直隶省公署请
愿，要求政府释放此前被捕的爱国人士。
学生的正义行动遭到军阀当局的野蛮镇
压，于方舟与周恩来、郭隆真等请愿代表
被捕入狱。在狱中，他与周恩来等同志一
起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全国舆
论和天津各界群众声援下，于方舟等人被
反动当局释放。
获释后，学校以宣传“过激主义”的罪
名开除了他的学籍。回到家乡，面对广大
农民终日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的惨状，
他开始深入到劳动群众中去，宣传革命道
理，组织农民进行革命斗争。为启发农民
群众参加革命斗争，他用易于被农民接受
的歌谣形式，编写破除迷信的小册子并广
为散发。在他的启发引导下，当地农民的
政治觉悟不断提高，有些农民自发组成请
愿团，
到县政府请愿，
逐步走上革命斗争的
道路。
1921 年暑期，于方舟化名于绍舜考入
南开大学，研究马克思学说并组织了马克
思主义研究会。1922 年，于方舟经李大钊
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李大钊领导下，
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天津地区执行委员
会，
任委员长。第一次国共合作时，
于方舟
代表直隶省出席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
大会，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
委员，
并任直隶省党部执行委员。同年，
在
中共中央和地方区委领导下，主持成立了
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
任书记。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党确立了实行
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各地纷纷举
行武装起义。10 月，北方局制定了《北方
暴 动 计 划》，决 定 在 京 津 地 区 发 动 大 暴
动。于方舟以中共顺直省委组织部部长
身份领导了冀东第二次玉田暴动。在战
斗中起义部队遭到反动民团包围，分散突
围时在丰润县河流沙地区被敌人包围，不
幸被捕。1927 年 12 月 30 日晚，于方舟被
敌人杀害，
年仅 27 岁。
（据新华社天津 5 月 15 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