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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定城10月30日电（记者刘
梦晓 通讯员包若言）10月29日晚，
海南日报记者来到位于定安县定城镇
思源路的牛肉美食一条街，虽然已经
过了饭点，但街上的牛肉加工店里依
然坐满了食客，来自海口的陈女士表
示，她是专门赶在2019年定安仙沟牛
肉·鸭饭美食节活动结束前来吃仙沟

牛肉和鸭饭的。
2019年定安仙沟牛肉·鸭饭美

食节由定安县委、县政府主办，海南
日报会展公司承办，自今年9月 30
日启动以来，共带动定安餐饮消费
410余万元，活动成效明显。美食节
期间，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整合资源，
上线定安美食代金券线上促销平台，

与20余家美食餐饮店达成协议。截
至目前，已经售出5600多张优惠券，
许多食客在活动期间来到定安，品尝
仙沟牛肉和鸭饭。

“通过媒体宣传后，带着优惠券前
来用餐的食客明显增多，今年生意比
往年好许多，而且除了晚餐之外，夜宵
时也会出现一个小高峰。”在明阳鸭饭
店，店老板莫先生说。海南日报记者
还走访了仙屯路口鸭饭店、仙屯兄弟
鸭饭店、仙屯老字号鸭饭店等20多家

美食店，店主们纷纷表示，国庆假期之
后，他们依然生意红火，很多市民通过
媒体宣传得知了本次优惠活动，纷纷
驾车前来尝鲜。

本次美食节以仙沟牛肉、仙屯鸭
饭为媒介，借助节会平台打造“生态定
安、美食天堂”的特色品牌，让“享美
食，到定安”的理念深入人心。美食节
期间，定安县结合国庆长假，推出定安
特色美食与美景相结合、线上与线下
相结合的节日活动，为拉动定安消费

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定安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相关负

责人表示，举办此次美食节，打响了定
安牛肉及鸭饭的知名度，对定安餐饮
消费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还助推
了定安旅游的发展。下一步，定安将
结合自身绿色生态优势，挖掘更多美
食资源，进一步打造定安美食品牌，发
挥特色美食对定安旅游产业的支撑作
用，推动定安旅游产业向前发展，拉动
定安旅游消费。

2019年定安仙沟牛肉·鸭饭美食节活动成效明显，线上活动拉动线下消费

美食节带动定安餐饮消费410余万元
关注2019年定安仙沟牛肉·鸭饭美食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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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懂药品说明书

随着人们自我保健意识的增
强，去药店购买药品进行自我药疗
的人越来越多。如何正确地阅读
药品说明书，并以此指导自己合理
地服用药物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适应症

适应症是指本药品所直
接对应的疾病。在患者购买
处方药时，必须事先经过医
生诊断患有什么疾病，依照
处方购买非处方药时，患者
根据说明书指出的适应症，
对照自己的症状选药，必要

时请咨询药师，并以此确定
自己购买的药品是否对自己
的身体健康有益。

剂量和用法

剂量和用法是指每一种疾
病所需要服用的剂量和服用的
方法，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
的剂量是一种推荐量，对于个

别病人，由于个体的差异，可能
对推荐的剂量并不适合，这时
一定要到医院去请医生对用量
进行调整。

规格

对于单一成分的化学药
品，规格通常是指含量，而复方
制剂一般多指重量。需要指出

的是对于同一药品可能有好几
种规格，服用时一定要看清楚
后方可进行。

不良反应

药品不良反应是指正常剂
量的药品用于预防、诊断、治疗
疾病过程中出现的有害的和与
用药目的无关的反应。药品不

良反应可以分为A型和B型两
种，其中A型与用药剂量有关，
剂量越大，反应越强。B型与用
药剂量无关，但难以预测，虽然
发生率较低，但死亡率较高。

禁用、忌用和慎用

禁用是指会使某些病人
引起严重不良反应或中毒，

故禁止使用，如吗啡可抑制
呼吸中枢，故哮喘病人和肺
心病病人禁用。忌用是指某
些药品对某些个体差异较大
的病人可能出现严重不良反
应，故没有足够把握，应避
免使用。慎用是对某些特殊
的人群和小儿、老人、孕妇
或肝肾功能不全者提出的用
药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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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份城市（镇）集中式饮用水
源地水质状况：全省 18个市县（不
包括三沙市）开展监测的30个在用
城市（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

质均达到或优于国家Ⅲ类标准，达
标率为 100%。（备注：饮用水水源
为原水，居民饮用水为末梢水，水
源水经自来水厂净化处理达到《生

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要求后，进
入居民供水系统作为饮用水。三
亚市半岭水库饮用水源除险加固
工程已完成，自本月起正常供水，

现恢复采样监测。）

海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2019年10月10日

2019年 9月，按《环境空气质量
标准》（GB3095-2012）及修改单评
价，全省空气质量总体优良，优良天数
比例为88.2%，其中优级天数比例为
60.4%，良级天数比例为27.8%，轻度

污染天数比例为11.8%，无中度污染
和重度污染天。

按照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以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可吸入颗粒
物、细颗粒物、臭氧、一氧化碳6项指

标进行计算）评价，2019年9月，空气
质量排名靠前的市县分别是五指山
市、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和乐东黎族
自治县，排名靠后的市县分别是定安
县、海口市和澄迈县。2019年9月全

省18个市县（不含三沙市）城市（镇）
环境空气质量排名如下：

海南省生态环境厅
2019年10月22日

2019年9月市县环境空气质量排名

2019年9月城市（镇）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状况

海南省生态环境厅

2019年10月22日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城市

五指山市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乐东黎族自治县

儋州市

万宁市

白沙黎族自治县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三亚市

陵水黎族自治县

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1.597

2.066

2.073

2.210

2.214

2.249

2.269

2.381

2.435

排名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城市

东方市

昌江黎族自治县

临高县

屯昌县

文昌市

琼海市

澄迈县

海口市

定安县

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2.458

2.469

2.501

2.561

2.571

2.733

2.804

2.844

2.847

擦亮红色名片
打造党性教育品牌
◀上接A01版

当前，前往母瑞山革命教育基地参训的班次
越来越多，培训覆盖面也越来越广。今年1月至
10月中旬，定安县委党校受省直机关单位和各市
县委托在母瑞山举办培训班及培训活动共219
期，培训人数为11079人，其中举办“三同”培训班
46期，培训人数为2230人。培训单位包括有关
省直机关、市县党校、市县机关工委、国企、私企、
医疗机构、研究机构等单位。

升级改造基础设施
带动红色旅游升温

“现在的母瑞山漂亮多了，路好了、楼多了、人
也多了。变化一年一个样。”家住母瑞山七队的82
岁老胶工韩秀英见证了这片热土的变迁，从茅草房
到瓦房、平房，到如今鳞次栉比的琼北特色小楼，从
披荆斩棘开荒种橡胶，到如今家家办起民宿吃上旅
游饭，母瑞山的点滴变化让韩秀英感慨万千。

母瑞山七队经海垦控股集团投入改造后，家
家户户住上了楼房，每家预留两间卧室共4张床
作为民宿，供培训学员或者游客使用。

近几年，定安县委、县政府在对母瑞山革命老
区的升级改造过程中，不断提升景区硬件配套，并
遵循修旧如旧的原则，复原红军供销社、红军缝衣
组和红军交通处等10个革命遗址并完善周边配
套设施，形成完整的旅游布局。

值得一提的是，纪念园展馆和革命遗址中多
处巧妙使用现代科技展陈手段，为参观者和培训
学员打造“沉浸式”体验。人们不再只是看展馆和
遗址，还可通过各种形式与它们进行互动。在展
馆和各个遗址，只需扫描指引牌上相应二维码便
可听到语音讲解、看到相关图文资料、深入了解历
史故事，还能在展馆内通过影片和动画等多种形
式了解母瑞山革命斗争的历史。

此外，定安县委、县政府还紧密结合革命老区
振兴发展，依托红色旅游景区开发，吸引周边居民
参与景区内配套服务，支持当地群众参与餐饮、住
宿等经营服务，带动当地贫困人口就业。

今年国庆节期间，每天都有100多个家庭来
到母瑞山感受红色文化，走红色旅游线路。

辐射琼岛红色资源
丰富教学内容

“从9月份到现在，每天都要结合‘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五六场党性教育活动，
每天来参观的人数达八九百人，母瑞山革命根据
地纪念园已成为开展学习先进理论、革命传统、爱
国主义、党性修养、廉政教育的一个重要场所。”母
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园长王学广介绍，当前，母
瑞山乡村文化展示馆、红军操场、红军驿站、河堤
护岸步道、红军潭和马鞍岭等景点吸引了越来越
多的党员干部和群众前来参观学习。

“母瑞山革命根据地在海南革命斗争史上具
有厚重、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省委党校教务处处
长刘利波说，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现场教学基地是我
省党性教育的品牌，目前在教学布局、课程开发、组
织管理等方面已逐步成熟，影响力不断扩大。

定安县委书记陈军介绍，下一步，定安将推动
党性教育与党的政治建设深度融合，提供多层次、
多方面的培训内容选择，同时整合全省琼崖革命
其他区域不同时期的红色资源，推出以母瑞山为
核心教学点向海南红色资源全域辐射的现场教学
模式，丰富延伸母瑞山红色文化教育教学内容。

此外，定安还将综合运用“互联网+”提升教
学水平和培训实效，增进红色文化与本地独特的
区域文化相结合，深化红色教育、红色旅游、美丽
乡村建设的互促互进，增强红色教育发展的整体
性、全局性和协同性。 （本报定城10月30日电）

本报海口10月30日讯 （记者
陈蔚林）10月30日上午，省委网信办
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主题党日活
动——在中央党校参加学习的机关
领导、在广东省挂职学习的普通干
部、奋战在海南扶贫一线的驻村第一
书记和奔跑在海南乡村振兴路上的
驻村干部等，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
共话“网信工作这一年”。

时逢省委网信办建办一周年。
一年以来，省委网信办人员不断壮
大，机构不断完善，不断取得新的成
绩和突破，网信工作的新局面不断开

创。活动中，省委网信办的5个处室
和2个中心各派一名代表，通过视频
连线的方式分别在北京、广州、海口、
白沙、万宁五地进行发言，结合所在
部门或个人岗位的工作实际，畅谈过
去一年的感想和收获。

省委网信办驻白沙黎族自治县
元门乡南训村的干部钱波向大家报
喜：在省委网信办的支持下，该村已
经安装了10个南训公共WIFI点，村
民们有了免费稳定的高速网络，为下
一步的全村农产品溯源、开办电商惠
农超市、通过电商引导产业发展奠定

了基础。
省委网信办派驻万宁市北大镇

文才竹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张扬
南也欣喜地介绍：驻村8个月以来，
村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道路宽
了、环境美了、网速快了、村民的荷包
鼓了……村民们奔跑在脱贫致富的
康庄大道上，海南网信事业也在劈波
斩浪中阔步前进。

省委网信办综合处代表蒋应琼
则说，来省委网信办这一年里，他见
证了网信办这一年来发生的大事小
事，大家都在为开创性打开工作局面

日夜勤奋工作，每个人都不计得失加
班加点，这一切历历在目。

“我深深地感受到，我们上承中
央网信办，下接各地方和各工作对
象，从制度建设，到办文办会，一举一
动都必须慎之又慎。”省委网信办网
络传播和评论处代表李坤霖说，他常
常思考，该以何种方式将党的声音真
正传播到人民群众的心中……他表
示，自己是一名网信新兵，今后将深
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网络
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维护晴朗的网
络空间，构建良好的网络生态，让互

联网更好地服务海南自由贸易试验
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在北京学习的省委网信办负责
人也通过视频连线与大家作了交流，
勉励全体网信干部要切实提高政治
站位，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决做
到“两个维护”，持续巩固深化“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以省
委巡视组进驻开展巡视工作为契机，
总结反思省委网信办成立一周年来
的经验得失，谋划好明年的重点工
作，不断增强网络意识形态的话语引
领力、风险防范力、舆论导向力。

省委网信办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五地连线畅谈“海南网信这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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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口号：久久不见久久见
英文口号：see ya in sanya

三亚亚沙会口号

本报海口10月30日讯（记者邓
海宁 通讯员王倩）男子黄某川驾车
经过人行横道时未进行礼让，与行人
发生口角，后行人拿矿泉水瓶砸向车
辆，其恼怒之下猛踩油门，驾车撞向
行人，导致行人受伤。日前，海口市
美兰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该案并作
出判决，被告人黄某川犯故意伤害
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

2018年9月9日4时许，黄某川
驾驶琼A1×××3号汽车行至海口

市美兰区南宝路与椰林路交叉路口
人行横道时未礼让行人，与正在通过
人行横道的李某、邢某、丘某、黄某差
点相撞，双方因此发生口角。之后，
黄某川向后倒车准备驶离现场，邢某
拿1瓶矿泉水砸向汽车的前挡风玻
璃。被激怒的黄某川遂向前加速开
车撞向邢某等人，邢某被撞倒在地昏
迷不醒，李某、黄某也被撞伤。黄某
川第二次开车撞向李某等人时，被李
某等人躲开，双方对峙几分钟后，黄

某川驾车逃离现场。
经鉴定，被害人邢某多处肋骨骨

折，纵隔气肿，该损伤构成轻伤一级；
伤致T1椎体右侧横突骨折，左侧肩
胛骨肩峰骨折，右锁骨肩峰端骨折，
左侧气胸，右膝部缝合瘢痕累计长度
达21.5㎝，该损伤构成轻伤二级。

事发当日14时许，黄某川到公
安机关投案。案发后，黄某川的家属
赔偿了邢某、李某、丘某、黄某等人的
损失共计人民币27.8万元，邢某对黄

某川表示谅解。
法院认为，被告人黄某川故意伤

害他人身体，致一人轻伤，其行为已
构成故意伤害罪。黄某川犯罪以后
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是自首，依法可从轻处罚。鉴于其家
属赔偿了被害人邢某、李某、丘某、黄
某等人的损失，取得了被害人邢某的
谅解，可酌情从轻处罚。据此，法院
依法以被告人黄某川犯故意伤害罪，
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

未礼让行人被砸矿泉水瓶，恼怒之下开车撞人

肇事司机一审获刑9个月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本报讯（记者张文君 通讯员高
进平 钟祯宏）近日，东方市委组织部
深入基层，采取实地走访、召开座谈会
等方式，对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四更
镇等单位的21个基层党组织展开调
研，推进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整顿工
作，梳理问题13条、意见建议16条。

据了解，自开展“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以来，东方市已开展

“三听两问”调研活动400多场次，转

化运用调研成果解决存在突出问题，
推进主题教育取得实效。

“三听两问”即听机关干部、听基
层党员、听普通群众和问领导班子、领

导干部存在的突出问题，问改进作风、
改进工作的意见建议。东方市结合调
研成果，扎实开展“转作风、严纪律、提
质效、作表率”工作纪律作风集中整治

行动，重点整治队伍纪律作风存在不
敢为、慢作为、不担当等突出问题。

东方市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表
示，将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为契机，把党员干部的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省委的部署要求
上来，继续深入开展调研，主动作为、
狠抓落实，推进主题教育取得实效。

东方开展“三听两问”调研活动400多场次
转化运用调研成果解决存在突出问题，推进主题教育取得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