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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一点新新闻闻

■ 本报记者 邓海宁

为全力防范因酒驾醉驾导致的
道路交通事故，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
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海南省公安厅于
9月5日至12月15日，在全省范围
内通过集中用警、多警联动等方式，
开展重拳整治酒驾醉驾“百日行动”，
备受市民关注。近日，海口市公安局
交警支队法制宣传科民警贺文昌接
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就市民关心
的问题进行了解答。

问：酒驾和醉驾判定标准是什么？
答：饮酒驾驶标准为血液酒精含

量达到20毫克/100毫升，但不超过
80毫克/100毫升，一般情况下，驾驶
人饮用一瓶普通啤酒之后血液内酒
精浓度就会达到20毫克/100毫升；
醉酒驾驶标准为血液酒精含量达到
80毫克/100毫升以上，驾驶人大概
饮用2瓶至3瓶啤酒后，就会达到80
毫克/100毫升。

问：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将面临怎
样的处罚？

答：此次“百日行动”期间对酒驾
醉驾的违法行为一律采取顶格处
罚。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处暂扣6个
月驾驶证，并处2000元罚款，驾驶证
一次记满12分；因饮酒后驾驶机动
车被处罚，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的，处10日拘留，并处2000元罚款，
吊销驾驶证；饮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
处15日拘留，并处5000元罚款，吊
销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
证；醉酒驾驶机动车，约束至酒醒，吊
销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
证，追究刑事责任；醉酒驾驶营运机
动车，约束至酒醒，吊销驾驶证，追究
刑事责任，10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
驶证，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后，不
得驾驶营运机动车；饮酒后或者醉酒
驾驶机动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吊销驾
驶证，终生禁驾。

问：“隔餐酒”“隔夜酒”算酒驾吗？
答：有些驾驶人误认为只要中午

饮酒后下午不开车，晚上再开车，或
是晚上饮酒后不开车，等到次日早上

再开车，就可以避免酒驾、醉驾。但
是，交警对酒后驾驶的认定是根据驾
驶人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来决定的，具
体什么时间喝的酒，对认定不构成影
响。根据每个人的体质和酒精摄入
量，酒精在人体内代谢的速度都有所
差别。如果驾驶人饮酒较多，最好间
隔24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等酒精在
体内分解代谢干净后再驾车。

问：吃了蛋黄派、提拉米苏呼气
被测出“酒驾”怎么办？

答：除了吃蛋黄派和提拉米苏，
吃荔枝、榴莲、腐乳等食物后也可能
被判“酒驾”，但这些食物的酒精量比
较少，只会停留在口腔中，不会到达
血液。如果驾驶人遇到这种特殊情
况，呼气被测出“酒驾”也不用着急，
先跟民警说明情况，喝水漱口或等
10分钟后再次进行呼气检测，通常
血液酒精含量数值马上会降下来，甚
至归零。如果还存在疑问，驾驶人可
要求进行抽血检验，警方最终会以血
检结果作为处理依据，以确定是否酒
驾。但一般喝酒后 8小时至 24小

时，经抽血检验都能检测出酒精含
量。如果驾驶人真喝了酒，企图通过
谎称吃了这些食物来掩饰，也不可能
蒙混过关。

问：一般哪些行为可能构成危险
驾驶的共同犯罪？

答：在饮酒过程中，明知驾驶员
必须驾车出行，仍极力劝酒或胁迫、
刺激其饮酒，且饮酒后不给其找代驾
的行为；明知驾驶员饮酒，教唆、胁迫
或命令驾驶员驾驶机动车辆的行为；
车辆所有人明知借车人已经醉酒且
要求驾驶机动车时，仍将车辆出借给
借用人的行为。以上几种情况即使
行为人没有酒后驾车，仍可能会构成
危险驾驶的共同犯罪。

问：如何找安全专业的代驾司机？
答：建议车主用正规专业的代驾

公司的APP下单，这些代驾公司各
方面的规章制度都比较完善，代驾司
机接受过规范的上岗培训，代驾公司
也会在代驾服务期间为乘车人员和
代驾车辆购买一定数额的保险，服务
时会严格按照标准流程执行。在酒

吧、餐馆附近“蹲点”的一些代驾司机
虽然穿有制服，但不一定属于正规的
代驾公司，甚至其声称的公司都不存
在，车主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等无
法得到有效的保障。此外，车主上车
前一定要注意看下代驾司机的工作
证和驾驶证，核对清楚代驾司机的身
份以及其是否具有相应资质。

问：能和代驾司机在服务费上
“私了”吗？

答：少数代驾司机会为省下平台
费而不开启订单，主动降低收费金
额，想和车主“私了”，但车主一旦同
意走私单，代驾公司平台上就没有了
代驾的订单记录，对代驾的行程和行
动轨迹全都无法跟踪记录，代驾司机
也不会在服务期间为乘车人员及车
辆购买保险，车主就彻底失去了代驾
公司的有效保障。假如代驾过程中
出现意外事故和纠纷，车主的利益不
仅无法获得保障，车主也难以提供有
效的证据进行投诉和维权，而代驾公
司也因无记录而免责。

（本报海口9月24日讯）

喝瓶啤酒能测出酒驾吗？没喝酒却被测出“酒驾”怎么办？“隔夜酒”算酒驾吗？

海口交警和您聊聊酒驾那些事

海口琼山区建成全省首个
标准化婚姻登记处

本报海口9月24日讯（记者习霁鸿 特约记
者许晶亮）9月24日，海口市琼山区举行民政局
婚姻登记处揭牌仪式，成为全省首个集办证、颁
证、婚姻家庭辅导、婚俗文化展示等综合性服务功
能为一体的标准化婚姻登记处。

琼山区民政局是海南省婚俗改革试点单位，
按照海口市民政局关于婚姻登记机关建设标准布
局，其内部设有等候服务厅、登记厅、颁证大厅、婚
姻文化展示厅、婚姻家庭辅导室等区域。

颁证大厅内国徽高悬，新人将在此宣读结婚
誓言、领取结婚证，在庄重神圣的仪式中宣告婚姻
缔结。婚姻文化展示厅征集了不同年代的多种婚
姻纪念实物，展示了海南婚姻登记管理的创新成
果和古今婚姻习俗的时代变迁。婚姻家庭辅导室
里有心理咨询师定期开展婚姻辅导服务。

昌江叉河镇开发创文微信小程序

上传不文明行为照片
可兑换礼品

本报讯（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者林朱辉 通讯
员黄海玲）昌江黎族自治县叉河镇继推出“全民酷
捡·文明你我”全民捡烟头活动后，近日又开发了
叉河创文微信小程序，推出“你被曝光了”不文明
行为随手拍活动，号召村民积极参与，曝光不文明
行为，共同营造干净整洁文明的美好家园。

据了解，村民们可通过微信搜索叉河创文小
程序，点击“随手拍”，将拍摄到的骑电动车不戴安
全帽、车辆乱停乱放、乱丢烟头、乱吐槟榔渣等不
文明行为照片上传后，凭借微信名兑换奖品。

海口一污泥处理实验项目
发生事故

本报海口9月24日讯（记者计思佳）9月24
日上午9时20分，在海口市美兰区海甸六西路12
号海口威立雅水务有限公司内的高效湿式氧化
（HEWAO）污泥处理技术示范基地，由上海耀嵘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牵头实施的污泥处理实验项目
在设备安装过程中发生事故，造成现场5名施工
人员中3人死亡、2人轻微伤。事故发生后，应急、
消防救援、公安、水务、急救等部门第一时间赶到
现场进行救援处置，及时将1名伤者送往医院救
治，据了解，伤者已无碍。经现场初步勘察，没有
对周边环境造成影响，事故原因有待进一步调查。

本报临城9月24日电（记者张
文君 特约记者刘彬宇）海南日报记者
9月24日从临高县委宣传部获悉，由
中国《诗刊》社和临高县委、县政府主
办的2020年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
际诗歌峰会将于26日在临高开幕，活
动持续2天，目的在于以实际行动助
推“一带一路”倡议落实，以文化繁荣
推动临高经济社会发展。

据了解，本次活动有5大板块内
容，分别为2020年21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国际诗歌峰会开幕式暨国际诗歌
论坛；前往临高角、高山岭、桐乡夏荫、
孔庙等实地采风；2020年21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临高“丝路上的涛声”诗歌
朗诵会；“隔海观诗”中外诗歌对谈；前
往彩桥红树林湿地公园、文化艺术中
心实地采风等。

届时，近30名国内外著名诗人
将来到此次国际诗歌论坛，讨论当
下诗歌发展及临高诗歌发展的相关
问题。

在“隔海观诗”中外诗歌对谈上，
国内外著名诗人将就如何传承与发展
海洋文明，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凸显
海洋诗歌的重要价值和独特魅力展开
对话与探讨。

与会诗人还将在诗歌朗诵会上用
各自母语朗诵《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诗
歌作品集》作品等。

此外，与会诗人和嘉宾将前往临
高特色景点进行采风，感受临高独特
的风土人情，用诗笔记录千年古城之
美。

临高县委宣传部有关负责人表
示，本次峰会邀请来自国内外的著名

诗人来临高交流诗歌、实地采风，通
过他们的优美诗歌展现临高的新发
展、新变化和新希望，进一步诠释临
高“中华诗词之乡”“中国曲艺之乡”

“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的美誉和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城市的责任
担当，提升临高在全国乃至世界的影
响力，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
设作贡献。

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诗歌峰会明日在临高开幕
近30名国内外著名诗人将共话诗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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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节将至，你的出行计划准备好
了吗？如果还在犹豫，那就来定安
吧！

今年国庆中秋假期，定安为你准
备了丰富的旅游盛宴。从浪漫唯美的
热气球空中体验、梦幻十足的露营赏
月，到惬意满满的乡间骑行、各式琼剧
名家演唱会……心动不如行动，这个
长假，请跟随我们的步伐，一起“寻味
古城‘热’游定安”！

“热”游定安

还记得《飞屋环游记》里五彩斑斓
的热气球吗？热气球带着房子以及老
爷爷、老奶奶缓缓飞行，环游世界。这
样的浪漫必须到土耳其才能体验？

不，在定安就可以！
9月 30日-10月 8日，“放飞梦

想 相约南丽湖”热气球空中体验活动
将在定安南丽湖国家湿地公园热闹举
行。

作为今年双节期间定安文旅活动
的亮点之一，这道“大菜”可谓诚意满
满。除了展出15只高规格的热气球
让大家参与体验，活动现场还将推出
黄昏秀、观影之夜、飞行表演等特色项
目，让大家近距离感受热气球高空游
的独特魅力。

当热气球载着你缓缓升向高空，
南丽湖畔的水光潋滟、湖光山色将被
你尽收眼底，像梦境般的美丽壮阔。
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400-110-
0220报名吧！

“享”游定安

中秋到哪儿赏月？当然要来文笔
峰盘古文化旅游区。

结合景区特色，今年10月1日，
文笔峰景区将举办“中秋月·中华
情”——文笔峰祭月大典暨中秋诗会
活动。活动现场将展出如同时空隧道
般的迎宾拱门，让游客“穿越古今”，感
受文化的魅力。活动当天，游客身着
汉服前往文笔峰还可以免除门票。

此外，国庆期间，文笔峰景区还将
推出汉服走秀、光影舞蹈大秀、外国留
学生诗朗诵、吃月饼大赛等趣味活动。

除了文笔峰，您还可以带着家人
到定安参与乡间骑行活动、露营赏月、

重走琼崖红军路徒步活动。喜爱亲子
游的家长还可以带着孩子一起来参加
儿童平衡车竞速赛、迎中秋庆国庆绘
画比赛、图片展等，陶冶情操、放松休
闲互不耽误。

定安县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局
长肖巨介绍，将“非遗文化”推进景区
也是此次定安文旅活动的一大特色，
10月1日-8日，在文笔峰景区大门广
场，将有多名专业琼剧人员为游客演
唱琼剧经典，定安本地民乐队演奏传
统斋醮科仪音乐及八音乐，向游客展
示博大精深的本土文化。

畅游定安

静美定安，好戏连台，热闹不断！

以双节为契机，定安还将在今年第四
季度持续开展系列旅游文化体育活
动，进一步激活旅游市场，全方位推动
旅游业发展，扩大和提升定安的知名
度和美誉度。

这些活动中，既有足球联赛、皮
划艇邀请赛、乒乓球公开赛、国际拳
王争霸赛等体育活动，也有邀请游
客分享定安美食美景、励志彩虹跑、
环保游园会、琼剧名家演唱会等，届
时欢迎各地游客到定安体验。

更值得一提的是，为进一步助
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定安还将
在部分大型活动中开展旅游消费扶
贫，拓展贫困户农产品销路。

（本版策划/孟晓 撰文/圆圆）

寻味古城“热”游定安

嗨！国庆一起到定安嗨！

序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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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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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5

16

17

18

19

活动时间

9月25日至10月底

9月28日

9月28日—29日

9月29日

9月30日至10月8日

9月30日至12月30日

2020年10月1日至2021
年3月31日

10月1日

10月1日

10月1日—7日

10月4日—5日

10月5日

10月5日

10月6日—8日

10月7日

10月7日

10月9日—11日

2020年10月10日至
2021年6月30日

10月16日

活动名称

文化惠民琼剧演出（同乐会）

定安县第三届广场舞大赛（决赛）

“庆国庆·迎中秋”阅读演讲比赛

“庆国庆·迎中秋”文艺晚会

“放飞梦想 相约南丽湖”热气球空中体验

文化惠民琼剧演出

惠游海南热带飞禽世界

儿童平衡车竞速赛

“中秋月·中华情”——文笔峰祭月大典暨中秋诗会

非遗进景区

“星动南丽湖·梦幻好假期”中秋露营赏月活动

“骑遇山水·乐享乡村”乡村旅游骑行

“我心中的祖国”绘画比赛

庆祝海南岛解放70周年重走琼崖红军路徒步活动

海南琼剧名家演唱会

“庆祝新中国成立71周年”图片展

“力加杯”九人排球决赛

惠游万嘉热带植物园

第三期“书香飘万家”亲子绘读童诗比赛

活动地点

定安县各乡镇、各村

定安县沿江公园

定安县山椒小学

定安县沿江公园

南丽湖国家湿地公园

定安县各乡镇

海南热带飞禽世界

定安县沿江公园

文笔峰景区

文笔峰景区

南丽湖国家湿地公园

南丽湖醉花岛、香草田园、文笔峰景区以及
定安县龙湖镇安仁村

定安县图书馆

定安县母瑞山红色旅游景区

定安县沿江公园

定安县图书馆老县城分馆

定安县沿江公园灯光球场

万嘉热带植物园

线上

寻味古城“热”游定安系列活动汇总表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10月16日—18日

10月16日—18日

10月18日—19日

10月21日—26日

10月23日—25日

10月24日

11月6日

11月6日—8日

11月8日—9日

11月17日

11月20日—21日

11月22日—23日

11月26日

11月27日—29日

12月3日

12月4日—27日

12月5日

12月5日—6日

12月11日—13日

12月16日

12月19日

12月28日

海南省青少年拳击比赛暨海南省青少年武术散打公开赛

2020海南皮划艇邀请赛

《遇见海南美》分享体验之旅

“道以导心·德以得体”海峡两岸养生体验交流大会暨医道文化论坛

定安县第五届足球联赛

秋游南丽湖

振兴乡村文化体育趣味运动会

定安县乒乓球公开赛

“星动自然·湖畔假期”星空露营节

第四期“书香飘万家”亲子绘读童诗比赛

“拳力决”“双雄争霸”国际拳王争霸赛

励志彩虹跑

高林村“探花杯”诵读大赛

第三届海南各市县跆拳道公开赛

琼剧艺术展演

“云木杯”九人排球联赛

环保游园会

海南各市县羽毛球公开赛

国际旅游岛海南·定安第二届门球公开赛

第五期“书香飘万家”亲子绘读童诗比赛

国际旅游岛环南丽湖公路自行车赛

“群星荟萃·星耀古城”迎新年晚会

定安县沿江公园灯光球场、定安县平和思
源学校

南丽湖醉花岛景区

定安县各景区

文笔峰景区

定安县沿江公园足球场

南丽湖国家湿地公园

定安县雷鸣镇

定安县定城镇

南丽湖国家湿地公园

线上

定安县沿江公园灯光球场

南丽湖国家湿地公园

定安县龙湖镇高林村

定安县沿江公园灯光球场

定安县新竹镇卜效村

定安县沿江公园灯光球场

文笔峰景区

定安县定城镇佳翔羽毛球馆

定安县田洋公园

线上

南丽湖国家湿地公园

定安县沿江公园

序号 活动时间 活动名称 活动地点

热
气
球
高
空
游
效
果
图
（
资
料
图
）

欲知更多活动详情，
请关注定安县旅游和文
化广电体育局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