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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地质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曹瑜

严重违纪违法
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本报海口12月7日讯（记者尤梦瑜 通讯员
谢凤鸾）日前，经省委批准，省纪委监委对省地质
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曹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
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曹瑜违反政治纪律，对抗组织审查；违
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品，违规接受
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反组织纪律，
隐瞒不报个人有关事项；违反工作纪律，违规干
预插手工程项目，落实巡视整改不力。利用职务
便利在工程项目承揽、工程款拨付等方面为他人
谋取利益，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曹瑜作为长期在教育系统担任重要职务的
党员领导干部，本应坚守初心，严守纪律和法律
底线，做师德师风的维护者，但其丧失理想信念，
背弃初心使命，无视党纪国法，不知敬畏，在教育
工程项目领域大搞权力变现，肆无忌惮收钱敛
财。曹瑜的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严重职
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
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
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
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
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
并报省委批准，决定给予曹瑜开除党籍处分；由
省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
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
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本报海口12月7日讯（记者马
珂）近日，多张“新冠药品清单”在网
上流传，这些治疗方子靠谱吗？能不
能按照这些清单来备药？有没有必
要囤药？12月7日，我省医学界专家
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没
有必要盲目跟风囤药，“备药”也要科
学合理。

省人民医院院感疾控部部长、感染
病医学中心副主任吴彪表示，除了一些
高龄老人，有基础疾病、肿瘤疾病的高
风险因素患者感染新冠病毒后出现病
情加重，治疗上会用到“新冠抗病毒药
物”，大部分感染者只需对症治疗即可。

吴彪表示，“在有症状时，抗原检
测快速便捷。自己出现发热、干咳、咽

痛等症状，可以先做一个快速抗原检
测。如果发现异常，就及时做好防护，
避免传染给周围的人。”吴彪表示，新
冠病毒核酸检测才是诊断新冠的“金
标准”，抗原异常需到医疗机构检测核
酸。但在平时，市民家中可适当储备
新冠抗原检测试剂盒，做到心中有数。

另外，冬季是呼吸道疾病的高发

季，不论是新冠病毒还是流感病毒都
非常活跃。吴彪建议市民可以简单备
一些非处方药，应对冬季呼吸道疾病
的发生，对新冠病毒、流感症状缓解都
有效。

除了用药，对抗新冠病毒更需要
好好休息，多喝水。根据病毒自限性
的特点，普通人一般1至2周就会痊

愈。但建议70岁以上的老年人，有基
础病的人群，包括心脑血管疾病、肾脏
疾病、肿瘤疾病的人群首选医院观察
治疗。另外，吴彪提醒如果在家出现
高热超过3天仍未缓解，甚至其他症
状越来越重，有明显呼吸急促、喘憋，
尤其是活动后憋气的情况，应立即前
往医院就诊。

海口市志获我省科学
优秀成果编著类一等奖

本报海口12月7日讯（记者计思佳）海南日报
记者12月6日从海口市地方史志办公室获悉，海南
省第十二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审结果于近日
揭晓，《海口市志（1997—2010）》获编著类一等
奖。这是海南省地方志书首次获得该奖项等级。

据介绍，《海口市志（1997—2010）》于2020
年出版。全书300多万字，耗时14年，是一部全
面、系统地记述1997至2010年海口市自然、政
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方面基本情况
的地情书、地方性文献，真实再现了这14年间海
口发展轨迹、伟大变革以及取得的巨大成就。

同时，该书关注海口市产业结构的调整，突
出改革的时代主线，顺应时代的发展变化，体现
鲜明的时代特色；突出骑楼文化、石山文化、海
洋文化等，凸显海口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浓郁
的人文气息；专题图片以上百张颇具存史价值的
图照多方位地展示海口的城市魅力和良好的城
市综合形象。

省图书馆二期少儿部
12月中旬试运行开放

本报海口12月7日讯 （记者刘晓惠 实习
生李嘉欣）海洋风格的阅览区、热带雨林风格的
活动室、自贸港主题的借阅区、航天主题的绘本
区……海南省图书馆二期少儿部日前已完成内
部的装修和基础设施建设，预计将于12月中旬
对外试运行开放，入馆需提前通过省图书馆公
众号预约。

据了解，省图书馆二期项目总投资2.9万余
元，在原省图书馆区域内建设两栋地下一层、地
上六层建筑，总建筑面积约3.33万平方米，地上
面积2.23万平方米，地下面积1.1万平方米，包括
书库、少儿活动中心、地下停车场等。

省图书馆二期少儿部建成后，该馆总体适用
于少儿的阅览面积将从1600平方米增加到5100
平方米，极大地提高阅览座次，增加外文阅览室、
国学馆、数字阅读等多元的阅览空间，丰富少儿
的阅读体验。此外，新馆还建设了小剧场以及亲
子活动区，可开展演讲、口才、主持等活动，承担
更多的文化功能。

▶第1天
症状较轻。可
能感到轻微咽
干咽痛、身体乏
力

针对网上流传的“新冠药品清单”，我省专家建议——

囤药没必要 备药要科学

中成药

连花清瘟胶囊
连花清瘟颗粒
清感颗粒

疏风解毒胶囊
藿香正气胶囊
小柴胡汤颗粒

（注意：不要叠加，
只选一种，以免出现药
物过量风险）

科学备药清单 感染新冠病毒症状7日图

本报海口12月7日讯（记者马珂）秋冬季是流感高发季节。当前，各地仍有散发疫情，儿童、孕产妇等特殊人群存在感染奥密克戎变异株
的风险。儿童、孕产妇如何避免新冠病毒感染？出现什么症状需要就医？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专家给出建议。

秋冬季流感高发季节——

儿童、孕产妇如何做好健康防护？

我省律师行业首家
“候鸟”人才工作站成立

本报海口12月7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
蔡芳）12月4日，海南法立信“候鸟”人才工作站
揭牌仪式在海口举行。这是我省律师行业设立
的首家“候鸟”人才工作站。

据悉，海南法立信“候鸟”人才工作站搭建了
一支融合法律界、新闻界、培训界、企业管理咨询
界“候鸟”人才在内的跨界运营团队。下一步，工
作站还将建立完善“候鸟”人才信息库，开设“候
鸟”人才公益法律政策咨询服务，并通过与省内
外相关机构开展项目合作、组织学术交流等方式
充分发挥“候鸟”人才的作用，为海南自由贸易港
建设提供智力保障和人才支持。

【出现发热、头痛、咽痛明显影响休息，影响睡眠】
建议使用：布洛芬，对乙酰氨基酚；儿童也有相应的混悬液可选用

【出现咳嗽】建议使用：
复方鲜竹沥液，宣肺败毒颗粒，急支糖浆等

【出现痰多、咳痰费力的情况】建议使用：
复方甘草片、乙酰半胱氨酸颗粒等

【咽痛咽干比较明显】建议使用：
华素片、西瓜霜含片等

【鼻塞流涕比较明显】建议使用：
扑尔敏、氯雷他定、西替利嗪，还可以用布地奈德喷鼻

▶第2天
出现发热症状，部
分年轻人高热至
39℃左右。同时
咽部不适感加重

▶第3天
症状最重的一
天。高热 39℃
以上，浑身酸疼
乏力，咽痛加剧

▶第4天
体温的高峰开始下降。
很多人从这一天体温降
为正常，不再发热。但
仍然咽痛咽痒。一部分
人开始流涕、咳嗽

▶第5天
体温基本降到正
常。但是鼻塞、流
涕、咽痛、咳嗽，身体
乏力仍然存在

▶第7天
所有的症状开
始明显好转。
核酸大部分已
经转阴

▶第6天
不再发热。咳嗽、流涕等症状加
重。前期病毒导致的呼吸道黏膜
破坏，人体通过流涕、咳嗽排出坏
死的细胞。可能出现核酸转阴

制图/张昕

关注省运会

本报那大12月7日电（记者曹
马志）12月 7日上午，省第六届运
动会帆板帆船比赛正式开赛，本届
帆板帆船比赛共有10个市县160
名运动员参赛，参赛人数创新高。
比赛将持续至11日。

当天上午，在儋州海花岛游艇
码头附近海域，帆板帆船运动员经
过一个多小时的准备后，陆续扬帆
驶出码头来到赛区。比赛一开始，
运动员们很快进入竞技状态，在海
上展开激烈角逐。

“这次比赛全省各地有很多
选手来参加，我能学习到很多，对
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
省第六届运动会帆板比赛运动员
王景行说，第一天比赛，一共进行
了三轮，他现在成绩排在第三，之
后还有八轮比赛。他将会拿出自
己最好的状态面对接下来的比
赛，力争取得好成绩。

据了解，帆板帆船比赛是海

南省重点运动项目，海南省第三
届运动会正式将帆板帆船赛纳入
竞赛项目，该项目经过多年培育
发展，受到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喜
爱，参赛运动员也逐年增加，今年
更是有 160 名注册运动员参赛，
参赛人数创历届省运会新高。本
届运动会帆板帆船比赛帆船项目
分男子激光级、女子激光雷迪尔
级等7个组别，帆板项目有男子水
翼帆板级、女子水翼帆板级等5个
组别。

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竞技
体育处项目负责人李圆圆表示，上
届省运会，有七八十人参赛，今年
的参赛运动员达到160人。同时，
此次也是第一次把全省的帆船比
赛放在海口区域以外进行。接下
来的赛程安排，组委会计划开展5
天的比赛，每天中间有个机动的时
间，每天每个运动员都有两到三轮
的竞赛。

省第六届运动会帆板帆船比赛开赛

160名运动员乘风破浪

儿童感染新冠怎么办？
持续高烧不退可及时就诊

吃喝不受影响居家观察

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感染科主任林道炯表示，3岁以下儿童是新冠病毒和流感病毒
感染的脆弱人群，家长需有防护意识，首先自己要接种新冠疫苗，避免感染给孩子；回家
后先洗手，减少孩子的感染概率。

另外，林道炯提醒，孩子一旦出现发烧症状，不要急着去医院扎堆就诊。“如果连续
发烧超过3天，或发热时精神特别差，总想睡觉，即使体温降下来了，孩子还是打蔫，家
长再带孩子就诊；出现持续高烧、频繁咳嗽，或是频繁呕吐、食欲下降，婴儿甚至出现拒
吃奶情况，家长要及时带孩子就诊；另外，孩子在生病时，如果某个部位出现持续疼痛和
腹部包块，出现频繁腹泻、脓血便、尿量减少，呼吸加快甚至呼吸困难，小一点的孩子出现
呻吟、烦躁，家长不易安抚，或者出现意识障碍，比如叫不醒等情况，都要及时去看医生。”
林道炯说，如果孩子发烧后，精神状态特别好，吃喝都不影响，就不用太担心，可以暂时居
家对症处理并观察病情。

“目前，新冠病毒感染儿童主要表现也是发热和咳嗽，与其他呼吸道疾病没有太大区
别，主要采取对症治疗，加强护理。”林道炯说，“孩子若是感染了奥密克戎变异株，家长不
用惊慌，观察方法和前面一致。”

“家长可以为孩子准备一些退烧药、口服补液盐等。”林道炯提醒。此外，孩子居家后，
保持作息规律、睡眠充足，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多吃蔬菜水果，加强锻炼，促进亲子沟通，
有利于提高孩子的免疫力。林道炯建议，如果要去医院就诊，家长和孩子都要戴好口罩，
手不要乱触摸，保持手卫生。到家后，第一时间脱下外套和鞋子，认真洗手。

孕产妇感染新冠怎么办？
医院会根据指南用药

建议孕前接种新冠疫苗

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中医科主任赵锐表示，孕产妇作为一个特殊人群，在新冠预防中
有很多需要注意的事项。赵锐表示，孕产妇要增强自身的防护能力，吃好、喝好、睡好，
保持好心情，适当到户外走一走，到公共场所要做好防护，戴好口罩、做好手卫生，对一
些准备怀孕的女性，建议提前接种新冠疫苗，尤其是原本就患有基础性疾病的女性，比
如高血压、糖尿病等，她们更需要接种疫苗来保护自己，这样在孕期才能给自己和宝宝
更多保护。

孕产妇不幸感染的话，用药方面有哪些方面需要注意？赵锐表示，孕妇在10月怀胎
的过程中，难免都会有发烧感冒，如果不幸感染了新冠病毒，首先不要讳疾忌医，害怕去看
病，总想在家里挺一挺，这样疾病可能会进一步加重，甚至发展成重症。

所以，一旦发现自己有感冒的症状，首先建议到医院正常就诊，通过检查来明确是否
感染。如果发生感染，医院会按照国家制定的孕产妇诊疗指南用药，孕产妇尽可放心。

如果孕妇感染新冠，会不会影响腹中胎儿？赵锐表示，目前临床数据研究并没有相
关性，也就是说母亲感染新冠之后，胎儿不一定会发生感染，临床用药方面，医生也会更
加谨慎。

此外，赵锐还建议，孕产妇尽量在一个固定的产检医院，或者是计划生产的医院，留下
一些主治医师的电话，或者医院的热线。一旦出现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时，孕妇或家属
可以拨打热线了解一些相关的知识和指引，避免过度的紧张和恐慌，同时减少孕产妇为一
点小事往返奔波医院。

12月7日下午，省第六届运动会男子成年组足球比赛在儋州市第一中学足球场举行，图为
三亚队和东方队展开精彩角逐。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绿茵竞技

邮储银行个人养老金微信公众号开户方式
第一步：关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微信公众号，点

击个人养老金开户。
第二步：点击立即申请。

第三步：上传身份证照（横屏）

第四步：核实身份信息

第五步：人脸识别

第六步：养老金开户填写银行业务信息、推荐码

第七步：填写职业、涉税身份信息

第八步：核实开户网点

第九步：密码设置

第十步：开户成功

专题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欧英才 美编：杨千懿

邮储银行海南省分行：

积极助力健全海口养老保障体系
12月7日上午，海口市民朱先生在

邮储银行海南省分行工作人员引导下，
办理了邮储银行个人养老金账户。他
表示：“以后每年会存入固定的钱，并进
行理财，让养老金账户活起来，也可以
充分享受国家税收优惠政策。”

11月25日，人社部发布通知，明
确个人养老金制度在36个先行城市和
地区启动实施，其中就包括海口。中
国邮政储蓄银行获准首批开办个人养
老金业务，在总行指导下，邮储银行海
南省分行成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专项工

作组，搭建个人养老金账户管理相关
服务平台，与海南省人社厅对接，积极
助力健全海口养老保障体系。

邮储银行海南省分行行动快速，首
先积极打造“U享未来”个人养老金服
务品牌，推出了个人养老金政策宣传，

履行助推完善海口养老支柱体系的社
会责任；其次，邮储银行海南省分行充
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推行总行“安享
金晖”客户服务品牌，对到海口过冬的

“候鸟”客户构建“金晖有财、金晖有福、
金晖有情、金晖有乐”金融服务生态圈，

并与个人养老金账户互动。最后是开
展多期的养老理财服务，激活个人养老
金账户的规划和需求。

据悉，邮储银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资
金账户渠道有多种，可以选择到网点柜
面办理，可以关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公

众号办理，可以远程下载邮储银行APP
办理，也可以根据专属客户经理提供的
云工作室链接扫码办理。客户只需要
准备身份证和一张一类卡即可完成开
户申请。系统自动识别是否符合参保
条件。 （撰文/蔡克明 符春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