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碳排放是关于温室气体排放的一个
总称或简称。温室气体中最主要的组成
部分是二氧化碳(CO2），因此人们筒单
地将“碳排放”理解为“二氧化碳排放”。

碳排放的产生
人类的任何活动都有可能造成碳排

放，各种燃油、燃气、石蜡、煤炭、天然气在
使用过程中都会产生大量二氧化碳，城市
运转、人们日常生活、交通运输(飞机、火
车、汽车等)也会排放大量二氧化碳。买
一件衣服，消费一瓶水，就连叫个外卖都
会在生产和运输过程中产生排放。所有
的燃烧过程(人为的、自然的)都会产生二
氧化碳，比如普通百姓简单的烧火做饭；
有机物在分解、发酵、腐烂、变质的过程中
都会产生二氧化碳。事实上，碳排放和我
们每天的衣食住行息息相关。

碳排放的计算
随着“低碳”概念开始高频率地走

进人们日常生活，大家对碳排放量的多
少非常关心，但又知道得很模糊，不知
道到底是怎么算的，下面就给出几种碳
排放的计算公式：

消耗 1t 标准煤的能源，排放的二
氧化碳量为2.6t；

家居用电的二氧化碳排放量(kg)=
耗电量(kWh)x0.785；

开车的二氧化碳排放量(kg)=油耗
量(L)×0.785；

火车旅行的二氧化碳排放量(kg)=
行驶距离(km)×0.04；

家用天然气二氧化碳排放量(kg)=
天然气使用量(m3)×0.19；

家用自来水二氧化碳排放量(kg)=
自来水使用量(m3)×0.91；

肉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kg)=肉食
量(kg)×1.24。

比如一棵冷杉 30 年能吸收 111kg
二氧化碳，平均每年吸收 4kg 左右，那
么粗略计算以下消耗需要种几棵树来
补偿：

乘飞机旅行 2000m=278kg 碳排放
量=3棵树；

消耗 100kW·h 电=78.5kg 碳排放
量=1棵树；

消耗100L汽油=270kg碳排放量=

3棵树。
倡导低碳生活
(1)换节能灯泡：使用节能灯泡取

代钨丝灯泡，节能灯泡的使用寿命更比
白炽灯长6倍-8倍，节能约60%。

(2)空调温度适度：夏天空调的温
度设在 26℃左右、冬天 19℃左右。对
人体健康比较有利，同时还可大大节约
能源。

(3)选择有能效标识的冰箱、空调
和洗衣机，能效高，省电又省钱。

(4)购买小排量或混合动力机动
车，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5)尽量选用公共交通工具。多步
行、骑自行车、乘坐轻轨或者地铁。

(6)拼车：汽车共享，和朋友、同事、
邻居同乘，既减少交通流量，又节省汽
油、减少污染。

(7)关闭电器电源，切勿处于待机状
态：无论办公室还是家里，电脑、电视等电
器不使用时自带具药保关闭电源比待机状
态能节约电源拔掉插头，真正关掉它们，家
庭能源的排放会减少10%甚至更多。

(8)节约用水：将马桶和水龙头的
流量关小，尽量一水多用，比如用洗菜
水刷碗、洗衣水拖地。

(9)自备水壶和碗筷：如果带上自
己的水壶或者碗筷，不仅支持了环保，
还干净卫生。一个瓶子重复使用20次
可减少30%的碳排量。

(10)拒绝使用塑料袋、包装产品：
包装浪费减少 10%，每年就可以降低
540kg二氧化碳的排放。

发展低碳经济、推行低碳生活是当
今世界发展的新潮流，人类可持续发展
的要求。减少碳排放，是我们每个人的
职责，我们要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中努力避免或减少碳排放，为自己和后
代的生存环境负责。

碳排放是啥？跟节约用电、节约能源有什么关系？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
来，仙桃联通分公司已开展多
项惠民服务活动，解决广大人
民群众最关心、最现实的问题，
让大家切实感受到了最贴心的
服务。在中秋、国庆双节来临
之际，为回馈仙桃广大人民群
众，继续履行我为群众办实事
服务内容。仙桃联通准备十万
元电子优惠券，仙桃人民抢优
惠券的快乐来啦!

中秋、国庆之际，广大民众
进联通营业厅体验5G网络，参

与购机直降活动，还有品牌小
家电 0 元得，购机另有 60G 流
量 免 费 送 ，同 时 ，还 投 放 了
1000张爆款手机电子消费券。

本次电子消费券发放，是
仙桃联通首次在全市范围内实
施的大规模
电子消费券
投 放 活 动 ，
活动在双节
投 放 ，真 正
让广大消费
者得实惠。

尹小怀（闵小怀）遗失位于
胡场镇菜园村 16 号的国有土
地 使 用 权 证 ，证 号 ：仙 国 用
（1994）第 12930 号 ，面 积 ：
241.50 平方米，四至范围为：
东，熊泽林；南，路；西，谢守连；

北，通顺河。特声明作废。
汪凤先遗失位于仙桃市沙

嘴办事处宏达路7号的房屋所
有 权 证 ，证 号 ：仙 沙 私
0004445，面 积 ：122.62 平 方
米。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为满足全市企业用工需求，切实
为用人单位和各类求职者搭建服务
平台，我局定于10月1日至10月3日
在市体育广场举办2021年迎“十一”
专场招聘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主办单位：
仙桃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二、承办单位：
仙桃市劳动就业管理局
三、举办时间：
2021年10月1日至10月3日
四、举办地点：
仙桃市体育广场。
五、报名办法：
1、用人单位持工商营业执照

副本复印件一份、法人身份证复印
件一份、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一
份 、招 聘 简 章 等 资 料（均 加 盖 公
章），即日起到仙桃市劳动就业管
理局一楼服务大厅报名。（注：招聘
会展位 200 个，报满截止。已备案
用人单位可直接到一楼服务大厅
报名）

2、报名后在电脑端注册/登录
“仙桃公共招聘网”（http:∥www.xtjy.
gov.cn/）招聘会专栏；手机端通过微
信公众号搜索“仙桃就业”关注或扫
描二维码关注微信公众号“仙桃就
业”进行注册/登录。在以上平台中，
用人单位通过审核后可以发布岗位
信息。联系人：雷斌，咨询电话：

0728-3203939；操 作 咨 询 电 话 ：
18107289962；QQ：514012385

3、严格遵守疫情防控指挥部门
的要求，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前提下，
要有序开展招聘活动，尽量采取预约
入场、定员进场等方式。凡进入招聘
会现场人员必须佩戴口罩方可进入，
如未佩戴口罩，请采用其他求职方

式，进入会场后按照工作人员指示有
序求职，求职人员距离需保持1.5米
以上。

4、参会单位应于 2021 年 10 月 1
日上午8时前签到入场，到指定展位
就坐。

仙桃市劳动就业管理局
2021年9月23日

关于举办仙桃市2021年迎“十一”专场招聘会的公告

2021年8月26日17时许，
我所民警接群众报警称在长埫
口镇周陈村汉江河堤（铁路桥
下）发现一尸体。民警到场后
联合有关部门打捞起一具高度
腐坏的男性尸体，经刑警支队
民警现场勘察，排除案件可

能。目前，该尸体已运送至殡
仪馆存放。

如有走失人员或相关信
息，请与刘警官联系，联系电
话：19986369252。

长埫口派出所
2021年9月23日

认尸启事

为进一步加强医疗保障信息化建
设，按照国家和湖北省医疗保障局的
统一部署，仙桃市医保核心业务系统
将统一切换到湖北省医疗保障信息平
台，系统切换期间全市各级医保经办
机构及定点医药机构的各项医保业务
将暂停办理。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业务停办范围和时间安排
1、2021年9月15日18：00时（省税

务系统切换时间同步）起，暂停城乡居
民医保参保登记及职工医保参保缴费
核定业务。

2、2021年9月28日18：00时起，暂
停各级医保经办机构医疗保障经办业
务，暂停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
的医保结算服务，暂停异地住院、门诊
即时结算服务。

二、医疗保障信息平台上线时间安排
医疗保障信息平台系统需经省医

保局验收后上线运行，2021 年 10 月 4
日 8：00 时起，逐步恢复定点医疗机构
和定点零售药店的医保结算服务，10
月8日8：00时全面恢复正常运行。

三、停机前业务提示及处理措施
1、2021 年 9 月 28 日 18：00 时前达

到出院条件的病人，在医保核心业务系
统中办理医保结算业务。

2、2021 年 9 月 28 日 18：00 时前未
达到出院条件或因特殊原因无法结算
的患者（含异地），可在医保核心业务系
统停止对外服务前转为自费病人，待湖
北省医疗保障信息平台上线后，在新平
台中办理医保结算业务；由于新平台中
使用全国统一医疗保障信息业务编码，
未赋码的项目将不纳入医保结算支付
范围。

3、参保群众有门诊慢特病、谈判药
品用药需求的，可在停机前或新平台上

线后就医购药。
本次信息系统停机切换带来的影

响和不便，敬请参保人、各相关单位和
社会各界谅解！如有其它工作调整将
另行通知。

仙桃市医疗保障局：
咨询电话0728-3266831
国家税务总局仙桃市税务局：
热线电话 0728-12366，咨询电话

0728-3312172。
仙桃市医疗保障局

国家税务总局仙桃市税务局
2021年9月22日

关于医疗保障信息平台系统切换停机的公告

4 国际国内

中国体育健儿在奥运赛场
取得佳绩，用拼搏与付出成为
大众话题。如今，数十名奥运
金牌选手出现在全运赛场，在
一定程度上延续着全民观赛的
热度。继奥运会之后，全运会
成为国内观众迎来的又一场运
动盛会。

运动员们也不负期待，很多
备受关注的选手延续着极佳的竞
技状态。从竞技规律而言，运动

员长时间保持高水平并非易事，
这意味着需要加倍努力。

观众则用更高的参与度回应
运动员的付出，形成一种弥足珍
贵的赛场内外互动。

开幕几天来，本届全运赛场
已经上演多场堪比奥运会的竞
争，不禁让观众也开始热烈讨论：

“全运会难比，还是奥运会难比？”
在一些传统优势项目上，竞争更
加激烈，观众更有眼福。跳水女

子10米台决赛中，多名奥运冠军
轮番登场，联袂奉上顶级对决，赢
得高度关注。

还有话题来自赛场之旁、
竞争之外。本届全运会延续了
奥运会的一个观赛亮点：观众
除了关注赛场争夺，还积极讨
论赛场内外或温情、或有趣的
瞬间。“杨倩的队友在人群身后
为她比心祝贺”“陈艾森与全红
婵师兄妹情谊深厚”……类似

的故事，在网络上广为流传并
且热度颇高。

同时，运动员也在用自己的
言谈举止，丰富着新时代体育健
儿的形象。沙滩排球赛场，来自
上海二队的洪佳骏和江苏三队的
袁旭隔网相对，在网前发生碰撞
倒地后，相互搀扶着起身，继续投
入比赛。有竞争有友爱，展现出
的体育精神超越了比赛胜负，也
收获了更多掌声。

走过62年发展之路，全运会
正以一种更加丰富多元的姿态展
现在世人面前。而伴随中国体育
一同成长的观众，视角更加专业，
心态愈发成熟，也在以一种更加
理性、包容的心态关注赛事和运
动员。

全运会赛事如火如荼，让我
们用心去品味更多精彩。

（人民网）

沙排赛场雨中激战
奥运组合会师决赛

23日，第十四届全运会沙滩排球项目成年
女子组半决赛在雨中拉开序幕，东京奥运组合
薛晨/王鑫鑫、王凡/夏欣怡分别获胜，会师决
赛。

阴云密布间，联合队薛晨/王鑫鑫走上沙排
赛场，对阵江苏队袁吕雯/朱玲娣。随着第一局
比赛的推进，雨下得越来越大，薛晨/王鑫鑫以
2：0力克对手，赢得比赛。

“下雨确实对视线造成一定的障碍，但是双
方条件均等，影响不大。”薛晨赛后说，“我们以
前也打过‘雨球’，变化调整得还算及时。”

薛晨说，8 月和王鑫鑫一起结束东京奥运
的征程回国后，两人迅速转入备战全运状态。

“那几周我们一直都在山东，除了训练就是训
练。”

在稍早的另一场半决赛中，王凡/夏欣怡这
对奥运组合以2：0战胜海南队林美媚/谢虹，挺
进决赛。

展望强强对决的决赛，王鑫鑫说，“先做好
过程，把自己平时积累的全部打出来。不去想
结果，把自己做好。” （新华网）

22日的第十四届全运会男
篮 U22 比赛中，浙江队吴前一
个人就投中 12 个三分球，得到
40分，帮助本队86:63战胜山东
队，获得四强席位。

作为上赛季 CBA 联赛的
MVP，吴前此役全场三分球出
手17次，12次命中，而全队其他
球员出手 28 次只命中了 1 次。
可以说，吴前一个人就决定了
比赛的走向。虽然全运会比赛
的纪录无据可查，但 CBA 联赛
的单场三分球纪录也不过是15
个，本土球员的纪录是14个，再
考虑到全运会比赛是 40 分钟，
而不是 CBA 的 48 分钟，因此，
吴前这场的12记三分球非常强
悍。

全运会男篮比赛中强队和
弱队的差距在不断拉大，夺冠
热门辽宁队和广东队都是大比
分毫无悬念战胜对手。当天，
广东队94:64赢了天津队30分，
周鹏、沈梓捷、赵睿等主力球员
都只打了十几分钟，广东大部
分时间都靠着年轻队员比赛。
最多时广东队领先 42 分，天津
队全场的投篮命中率不到30%，
前场篮板球只抢到了4个，各方
面数据都落后。

而周琦、郭艾伦等球员率
领的辽宁队更是以124:69大胜
湖北队。郭艾伦拿下 30 分，张
镇麟贡献28分。两场大胜已经
让辽宁队和广东队锁定半决赛
席位。

目前所剩唯一的一个半决
赛席位将在北京和陕西中产生，两队目
前都是一胜一负，小组赛最后一场北京
队的对手是辽宁队，陕西则将碰上未尝
胜绩的湖北。

（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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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操女团决赛：

广东队强势摘金
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体操比赛22日在陕

西奥体中心体育馆展开女子团体决赛。广东队
217.129分强势摘金，安徽队获得第二名，北京
队列第三。

共有8支队伍进入决赛。按照竞赛规程，预
赛团体成绩不带入团体决赛，各队可派4-6名运
动员参赛，每个单项可派4名运动员比赛，将各
单项4个得分计入团体总分（即6-4-4赛制）。

此役广东队派出毕青青、刘婷婷、罗蕊、欧
钰珊、孙欣怡、吴然6人出战。

跳马上，东京归来的欧钰珊出现失误，
12.966分为广东队中最低，随后高低杠上她再
度失误。进入东京奥运会中国体操队替补名单
的罗蕊和刘婷婷挺身而出，前者跳马、高低杠均
拿到靠前的分数，刘婷婷出战高低杠拿到
14.466的高分。

最终，广东队拿到平衡木、高低杠、自由操
三个项目第一，稳稳将团体冠军揽入怀中。在
银牌和铜牌争斗中，北京队虽拿下跳马第一，但
安徽队在跳马、高低杠、自由操上成绩更为均
衡，夺得银牌；浙江队因为高低杠上分数不理
想，遗憾列第四名。

赛后刘婷婷说：“今天我对自己表现比较满
意，队友表现也很好。这次在全运会上拿到金
牌，多少弥补了没有登上奥运赛场的遗憾。这
应该是我作为运动员的最后一届全运会了。”

（人民网）

9 月 23
日，在陕西
延安进行的
第十四届全
运会乒乓球
项目女子双
打 1/8 决赛
中，辽宁队
组 合 王 艺
迪/陈 幸 同
以 3 比 0 战
胜澳门队组
合 刘 卓 颖/
石慧莉，晋
级八强。

9月22日，第十四届全运会游泳项目女子1500米个人混合
泳决赛在西安奥体中心游泳跳水馆举行，冠军河北队选手李冰
洁在比赛中。

9月23日，在西安奥体中心举行的第十四届全运会田径项
目男子5000米决赛中西藏队选手多布杰以13分49秒16的成
绩夺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