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值盛夏，戴着口罩出行着实让人倍感燥热。据媒体报道，为了戴着

口罩能凉快一点儿，网友们各出奇招——有人自制口罩，把清凉喷雾喷在

口罩上，或随身携带各种清凉爆珠，搭配口罩使用。而借此机会，一种名

为清凉口罩的商品应运而生，并成为不少商家转型生产的“重点对象”。

眼下，我们仍处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进行时。这样的清凉口罩能否

既保证佩戴者的舒适感且同时起到有效个人防护作用，是人们最为关心

的问题。

生产清凉口罩成企业新方向

据悉，今年 5月底，日本一家运动服饰品牌开始销售由特殊材质制成

的“清凉口罩”，这只可反复清洗的清凉口罩单只售价约为 60 元，在口罩

推出当天，就售出了 2万只。

此后，国内的一些日化企业也在夏款口罩上做文章。6月 10日，河南

某卫生巾厂发布了一款清凉口罩，将生产清凉卫生巾的相关技术，用于口

罩生产。相较于日本一只清凉口罩动辄几十元的价格，这只国产“清凉口

罩”单只为 1.8 元。当天，在一个小时左右的直播中，预订出了约 7000 万

只口罩。

“‘清凉口罩’的出现是为了满足消费者消费升级的需求。”上述卫生

巾厂厂长藏丽表示，疫情发生的初期，口罩“一罩难求”，为满足消费者需

求，企业“跨界”生产口罩。她表示，在生产口罩之初，就预想到疫情防控

稳定后，口罩价格会回落。想要口罩生产实现长远发展，需要跟紧市场，

不断升级，“清凉口罩”算是应运而生。

此外，清凉口罩也成了一些口罩企业“自救”的方法之一。天眼查数

据显示，今年 1月 1日至 5月 31日，我国口罩相关企业新增注册 70802家，

与 2019 年同期相比，同比增长 1255.84%。口罩市场降温后，一些企业销

售明显下滑。为增加销量，有企业将普通口罩和清凉爆珠“打包”售卖。

消费者体验感不一

清凉口罩火爆，反映出降温解暑是人们的迫切需求，当然，更不乏一

些抱着猎奇心理购买的消费者。那么清凉口罩的效果到底如何呢？

据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目

前，市面上的清凉口罩主要分为 4种类型：从材质入手，采用真丝、冰丝或

用于生产运动服、游泳衣等透气速干的面料；在口罩材料的薄厚上做文

章；通过在口罩中加入多种口味的清凉爆珠；在口罩上夹上精油夹子，让

口罩更透气。

而消费者对清凉口罩的体验感不一，有人认为其太过清凉，也有人认

为其降温效果不明显，也有一些人对隔离病毒的作用保持怀疑，在保持清

凉和防范病毒之间陷入两难选择。与此同时，也有网友表示，相较于普通

口罩，个别清凉口罩的质地更厚，夏天戴上反而更热了，凉意持续 3 小时

就没有了。

“无论材质、薄厚如何，目前市面上的清凉口罩多为一次性防尘口罩，

而非一次性医用口罩。而能达到新冠肺炎病毒防护效果并符合国家行业

卫生标准的口罩，主要是正规厂家生产的 N95、KN95 以及医用外科口

罩。”上述负责人表示，“另外，清凉口罩起到的只是一种有时限的降温、缓

解作用，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口罩‘捂得慌’的问题。”

目前缺乏规范标准

对于生产商和消费者而言，清凉口罩都是一种新鲜事物。“在目前缺

乏规范标准的情况下，某些清凉口罩可能存在风险。其中最重要的一点

便是口罩的防护效果下降。佩戴口罩是防范疫情的有效手段之一，但如

果为了清凉而降低了防护效果，有可能把消费者置于风险之中。”中国消

费者协会相关负责人高秀东表示。

另据高秀东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规定，广告不得含有虚假

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如果有关部门对清凉口

罩的效果进行测试，发现其宣传与实际作用有出入，商家可能要付出法律

代价。

“口罩中加入某些清凉物质会否危害健康也值得注意，不能违反《产

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法律规定。”高秀东说，“没有规矩，

不成方圆。何谓清凉口罩，不能任由企业自行解释，需要权威界定，给出

标准答案，统一质量标准，划定准入门槛。惟有如此，清凉口罩方能实至

名归，赢得公众认可。”

口罩有了清凉功能

但兼具防护作用才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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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损的不只是安徽乐成桥。今年 6 月以

来，我国江南、华南、西南暴雨增多，多地发生

洪涝地质灾害，一些地方文物单位受到洪水

威胁。

据国家文物局不完全统计，截至 7 月 7 日

16时，南方 11省份有 130余处不可移动文物因

洪灾受到损失，一些文物单位受损严重。

其中，安徽黄山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镇海桥，四川阿坝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达

维会师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蒙古伸臂桥、哈

尔桥、阿斯久桥等，被洪水冲毁；湖北武当山五

龙宫龙虎殿，湖南朱家大院、体仁堂、龙山里耶

瞿家大院和吴杨支祠等古建筑，因洪水导致房

屋倒塌严重。

对此，国家文物局近日紧急向相关省份发

出电话通知，要求各地文物部门和文博单位，

全面加强汛期文物安全工作，与环保、应急管

理、气象等部门加强协调沟通，密切注意气象

和地质灾害预报，高度关注本地雨情水情风情

汛情，及时组织排查文物单位灾害险情和隐

患，切实采取有效防汛措施，保障文物和人员

安全。

130余处不可移动文物因洪灾受损

据媒体报道，近日，受持续性强降雨影响，

安徽省旌德县三溪镇境内一座有着 400多年历

史的古桥——乐成桥在洪水中受损严重。

“这一事件再次提醒人们，古建筑面临

各种自然灾害侵袭，汛期当前，加强古建筑

安全防护显得尤为重要。”故宫博物院研究

馆员周乾博士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

本报记者 唐 婷

在周乾看来，为保障古建筑安全度汛，首

先要加强监测预警，即基于天气预报及科学分

析手段，研判可能发生的大暴雨及诱发的洪水

对古建筑的不利影响，提前在古建筑周边做好

完善有针对性的文物防汛应急预案

新华社记者 关桂峰 刘桃熊

为古建筑高砌为古建筑高砌““防洪墙防洪墙””
汛前汛前““功课功课””很重要很重要

汛期降雨频发，连续降雨还容易导致洪水

的发生。降雨和洪水会给古建筑安全带来哪

些影响？

“雨水降落到地面后，若不能及时排走，

对古建筑地基会造成不利影响。比如雨水下

渗造成古建筑地基松动，诱发建筑局部下沉、

坍塌。”周乾介绍。积累在古建筑立柱底部的

雨水会加剧木材的糟朽，威胁立柱的局部稳

定性。

相对于降雨而言，洪水对古建筑造成的威

胁更为严重。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高级

工程师万金红指出，在没有专业的防洪减灾措

施的情况下，洪水产生的巨大冲击力，会严重

破坏古建筑的结构。一般来说，洪水的流速越

大，对古建筑的危害越大。

“安徽乐成桥遭遇洪水后发生局部坍塌，

主要是洪水的水平冲击作用造成的。”周乾分

析道，对于木结构古建筑而言，其结构体系相

对较柔，在洪水冲击下很容易因变形过大而倾

覆。对于砖石类古建筑而言，承重的砖石材料

与灰浆的黏结性能很容易因洪水的反复冲击

下降，使得砖石与灰浆之间的连接松动，进而

致使砖石结构倒塌。

强风作用下，波浪荷载也是造成古建筑损

坏的重要因素。万金红介绍，研究表明，6—9

级风的作用下，浸泡在水中的古建筑墙面单位

面积承受的水压力能达到 2—10 千帕，极易损

坏古建筑物门窗等部位。

降雨、洪水威胁古建筑安全

任玉婷 付 彪 本报记者 张景阳

自古以来，防洪排水一直是人们在城市规

划和建筑设计过程中思考的首要问题之一。

在万金红看来，一些古建筑的前期选址和工程

措施的谋划，充分折射出时人在防洪排水方面

的精细考量。

“紫禁城建成 600年来，几乎从未在雨季遭

受过水患，主要得益于其所拥有的一整套精密

完善的排水系统。”周乾指出。透过紫禁城的

排水系统，我们可以一窥古人的排水智慧。

以屋顶排水为例，紫禁城古建筑屋顶的坡

面并非平面，而是坡顶到坡底由陡峭变缓和的

一种曲面形式。这使得雨水降落到屋顶后，能

够迅速往下排，且到坡底位置时，又能够向前

方排出至地面。

从地面排水来看，紫禁城古建筑一般坐落

在高高的台基之上，台基的地面都有着 3%—

5%的坡度，使得雨水直排向台基端部。而台基

端部的排水兽集艺术造型与实用功能于一体，

既有利于台基水排向广场地面，又能产生壮观

的视觉效果。各广场的地面雨水或通过暗沟

汇入内金水河，或直接排向内金水河，再由内

金水河排出紫禁城。

“需要说明的是，紫禁城整体地势是北高

南低，因而地面雨水最终汇集到紫禁城东南角

的内金水河，从该位置及时排出紫禁城，经筒

子河流入通惠河。”周乾指出，得益于一整套完

备的排水系统，紫禁城的内金水河上的十余座

桥从未出现过因洪水冲击而受损的情况。

古建筑选址经过防洪考量

为保障古建筑安全

度汛，要加强监测预警，

即基于天气预报及科学

分析手段，研判可能发生

的大暴雨及诱发的洪水

对古建筑的不利影响，提

前在古建筑周边做好防

洪、防涝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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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正规营业厅办理家庭宽带，300兆带宽网

络每年只需1000多元；但在写字楼网络中心只能

办理企业专线，10兆带宽每年就要1万多元……

宽带服务“提速降费”是近年来从中央到地

方一直强调并努力的方向。“宽带和专线平均资

费降低 15%。”2020年的全国两会上，政府工作报

告作出如上表述。

但是，记者近期调查发现，部分工业园区、商

业楼宇的宽带“终端价格”实际并未下降，物业、代

理商成了“提速降费”的“肠梗阻”。

宽带垄断：一年宽带费超万元

在北京市国投财富广场租房办公的王先生

近日向记者反映，在联系联通、移动公司报装宽

带时被告知，在该写字楼无法安装，原因是无法

铺设设备。他咨询负责该写字楼网络接入的网

络中心后得知，安装企业专线的带宽 10兆起步，

一年近 2万元。“联通公司的套餐 100兆带宽一年

也就 2000多元。”王先生说，据他了解，一些租户

嫌价格高，选择使用无线网卡的路由器。

记者电话询问了该写字楼的网络中心，得

到的答复是，租户只能选择其企业专线，无法选

择联通公司等运营商的套餐，原因是没有设备；

但是在电话里不报价，需现场询问价格。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工业园区或者商业楼

宇往往只有一家代理商提供网络服务；有的尽

管有几家运营商提供服务，但只有一家代理商，

企业只能从代理商那里购买高价服务。

在黑猫投诉、聚投诉等网络投诉平台，也有

不少宽带垄断方面的投诉。

还有企业向记者反映，物业称所在楼层宽

带端口不够，需要从楼上接下来，一个端口费就

要 2000多元；但是这一层其实有端口，有可能只

是找借口额外收钱。

顽疾难治：宽带接入猫腻多

2018年12月，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在全国

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商务楼宇宽带垄断专项整

治工作，要求基础电信企业等不得与房地产开发企

业、物业管理公司等达成任何形式排他性协议或约

定，保障各企业平等接入、用户自由选择的权利。

整治之后，为何宽带垄断问题仍然难以根治？

“所有的宽带线路进入企业用户都要通过楼

宇的管道，物业只要不愿意让一家服务商进入楼

宇，可以用若干种方法来设置障碍。”长期关注该

问题的北京雷腾律师事务所律师滕立章说。

——建设初期就签订排他协议。在石家

庄，部分写字楼建设方在建设初期就选定一家

电信运营商作为独家合作伙伴参与写字楼电信

基础设施建设，签订排他协议。石家庄市金石

工业园内有 200多家企业，其中一家网络公司作

为联通代理商垄断了园区内的宽带业务，想要

办理其他运营商的宽带比较困难。

——物业巧立名目向网络接入服务商、企业

用户收取费用。比如，有的物业会向网络接入服

务商收取入场费、弱电管井占用费、施工监管费

等；有的物业在新的企业用户入驻时，以通信网络

不全为由，让该企业用户重新“走”一遍线路，并且

指定相关公司施工，收取一笔施工费用。

——验收以及后续环节监管不到位。一些

建筑项目竣工时，主管部门验收时并未对宽带

接入问题进行严格检查，对宽带接入中的违规

行为查处力度不大。

“对于宽带接入问题，多地通信管理部门及

住房建设管理部门作为监管方都发布了规范性

文件。上述这些做法违反了宽带接入的相关管

理规定，未能保障各企业平等接入、用户自由选

择的权利。”滕立章说。

多方监管：各部门共尽职责

“受疫情影响，我们生存压力很大，一些业务

没法顺利开展。不希望高额的宽带费用成为压垮

我们的最后一根稻草。”润江慧谷大厦里一家企业

负责人呼吁，希望有多家可供选择的电信业务经

营者，尽快打通“提速降费”的“最后100米”，让中

小企业真正享受到“提速降费”的红利。

独立电信分析师付亮认为，为打破宽带垄

断，写字楼里至少要有三家以上电信服务商同

时提供服务，其中至少要有一家是移动、电信、

联通等基础运营商。行业主管部门和市场监管

部门应加强日常监督检查，发现垄断行为或者

恶意提价行为，要采取相应的处罚措施。

“如果基础电信运营商利用自己的市场支

配地位，要求物业与自己签订排他性的协议，是

涉嫌违反反垄断法的。”滕立章说。

记者查阅多地宽带接入方面的相关管理规定，

其中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和物业服务企业提出了相

应要求，比如不能与电信运营代理企业、基础电信

运营企业签订任何垄断或排他性质的协议，应当将

接入基础电信运营企业的有关信息在楼宇内显著

位置公示等等；也明确了通信管理部门、住房城乡

建设部门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各自职责。

滕立章认为，解决“提速降费”面临的各类问

题，应确保物业向用户提供完善的网络接入配套

设施，禁止物业向用户收取与网络接入相关的各

类费用，禁止物业收取入场费等费用；物业还应当

及时公示楼宇的网络接入商及收费标准，相关标

准应作为房屋买卖或租赁合同的附件内容。

河北省通信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

续加大市场监管力度，打击扰乱电信市场经营

的违法违规行为，建议运营商不断完善中小企

业客户宽带接入产品体系。

一年宽带费1万多元，谁在给“提速降费”设阻

防洪、防涝措施。

“完善有针对性的文物防汛应急预案，及

时开展险情排查与风险评估，对保障古建筑安

全度汛有着重要的意义。”万金红建议，文保单

位应科学分析评估辖区内文物及周边环境存

在的防汛风险，重点就监测预警、文物抢救、指

挥调度等确定具体的应急处置办法。

一旦排查中发现安全隐患，应及时采取遮

盖、加固、支顶、围挡、排水、防渗等措施进行处

理。对确需全面维修、安全防护设施老化等情

况，应按程序尽早启动相应的维修保护、安全

防护和基础设施改造工作，确保古建筑安全。

事实上，除了在汛期采取应急措施之外，

汛期来临之前还应做好各种备汛功课。比如，

检修、完善古建筑的各项排水设施，如屋顶排

水口、地面排水沟、地下排水井、排水涵洞等，

对老化、残损排水构件的修复与更换，使得这

些设施能够在汛期到来之时正常工作。

图个明白

近年来，河北省安平县把游园建设作为优化生态环境、完善城市功
能、提升城市品位的重要抓手，因地制宜建设平安公园、汉王公园、千亩森
林公园、吉祥公园等13个游园，满足市民需求。

图为河北省安平县汉王公园一角（7月10日摄，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李晓果摄

游园建设提升城市品位

据新华社讯 （记者李思远 乐文婉）鉴于

当前长江流域洪水防御的严峻形势，长江水利

委员会经研究决定，7月 10日 14时将长江水旱

灾害防御Ⅲ级应急响应提升至Ⅱ级。

受近期强降雨影响，长江中下游干流及两

湖出口控制站水位持续上涨，干流监利以下江

段、洞庭湖七里山站、鄱阳湖湖口站均已超过

警戒水位。

长江委水文局 10 日 13 时升级发布鄱阳

湖湖口附近江段、鄱阳湖湖区洪水红色预警，

继续发布长江中下游干流城陵矶至汉口江

段、大通以下江段、洞庭湖湖区、水阳江洪水

橙色预警。

长江委表示，洪水形势严峻，长江中下游

干流沿线、洞庭湖湖区、鄱阳湖湖区、水阳江等

地区和公众务必注意防范。同时，四川、云南、

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贵州

省（直辖市）水利厅（局）要继续做好监测预报

预警，强化水工程科学调度，重点加强水库、堤

防等巡查防守，做好洲滩民垸、蓄滞洪区运用

准备，提请地方政府做好人员转移安置等相关

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长江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升至Ⅱ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