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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门将启动实

施村庄清洁行动，春节前将以

“村村户户搞清洁、干干净净

迎春节”为主题，从农民群众

能自己动手干的实事做起，在

较短时间内让百姓感受到村

庄环境的变化。

“酒驾”“毒驾”的危害早已
广为人知。然而公安交警部门
介绍，目前法律法规对“药驾”规
定却不清晰完善，只有禁止性规
定却无针对性处罚措施，但“药
驾”危害同样不容小觑。

“药驾”就是指驾驶员服用了
易导致困倦、嗜睡、视物不清等可
能影响安全驾驶的药品后依然驾
车出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规定，服用国家管制的
精神类、麻醉类药品后，不得驾驶
机动车。但对同样可能引起眩
晕、嗜睡等反应的感冒药等药品
服用后能否驾车，却并无明确规

定。目前缺乏权威机构检测“药
驾”，交警又很难通过肉眼分辨。

“药驾”风险同样值得警惕。
专家提醒，通常情况下，服

用安定类、助眠类、感冒药、抗焦
虑药等类型的药品后，容易出现
眩晕、嗜睡、视力模糊、反应迟钝
等不良反应，都可能影响安全驾
驶，部分药品的说明书中也对此
类不良反应有明确提示。因此，
服药期间尽可能不开车是避免
危险发生的根本措施。若必须
服药驾车，最好提前咨询医生，
并谨防超剂量用药。

（据新华社兰州11月7日电）

随着天气变冷，感冒发烧的
机会增加，是否应在家中“小药
箱”备点抗生素？感冒了，是否
就该吃阿莫西林、头孢类药物？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外科临
床药学组组长、主管药师夏雨
说，感冒服用阿莫西林、头孢类
抗生素药物是公众普遍存在的
误区。抗生素（抗菌药物）主要
用于治疗细菌性感染，而绝大部
分感冒由病毒引起，抗菌药物对
病毒无效。经诊断有细菌感染
引发的炎症等才考虑使用抗菌
药物。夏雨还说，不同的感染应
选择的抗菌药物种类、剂型不尽
相同。普通感冒、小儿急性腹泻
等疾病的首选治疗药物都不是
抗菌药物，因此不建议在家常备

抗菌药物。
那么，抗菌药物是否越贵越

好？专家表示，要根据病原菌种
类、感染部位、感染严重程度，以
及患者的生理、病理情况选用抗
菌药物，日常滥用抗菌药物、盲
目使用“更高级”的抗菌药物都
可能导致细菌耐药，甚至日后严
重感染时“无药可用”。

此外，老年人服用抗菌药物
应多留意。夏雨介绍，肾脏是身
体中最重要的药物排泄器官，老
年人肾功能逐步减退，药物排泄
相对变慢，因此用药剂量应相对
减少，特别是对具有一定肾毒性
的庆大霉素等抗菌药物应根据老
年人肾功能适当调整剂量。
（据新华社北京11月 18日电）

本报讯﹙记者 谭勇﹚12 月 4 日，省
住房城乡建设厅下发通知，要求各地汲
取教训，举一反三，加强今冬明春集中供
热运营安全管理，杜绝事故发生，确保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正常用暖。

11月 30 日凌晨，郑州市经三路和
农科路附近热力管网突发爆管事故。
据了解，每年集中供热季节，各地爆管
事件时有发生，主要是老旧管网常年失
修所致。

通知要求，各地要汲取该事件教训，
立即组织开展热力老旧管网、热力站等
设施的专项检查，建立老旧管网运行状
况检测评估机制，加快供暖老旧管网设
施改造。同时，要加强城市道路、地下管
线、地下工程施工的事前监管，做好热力
管线和设施的安全防护工作。对于不采
取安全保护措施强行或野蛮施工以及存
在其他安全隐患的，要下达《整改通知
书》督促责任单位立即进行整改。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相关负责人表
示，我省将建立城镇供热运行情况周
报制度，及时报送城镇供热燃料保障
情况、供热设施运行情况、居民反映集
中突出的供热问题等。对于居民反映
的集中供热问题要积极迅速地予以解
决，确保广大居民的合理供热需求得到
满足。③5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李
新安 王雪娜）为应对重度污染天气，缓解重点区域
交通拥堵，11月 30日，洛阳出台便民政策：12月 1
日至明年2月 28日（双休日及节假日除外），实行公
交车免费政策，1600余台公交车（100条线路）分时
段免费乘坐。

由于12月 1日、2日为双休日，12月 3日，周一，
是洛阳市2018年公交分时段免费乘坐首日。

“公交的免费政策方便了我们上班族。”在洛阳
家具广场站等70路的市民宋玉辉说，自己的车当天
限行，就选择乘坐公交出行。

在一辆公交车上，记者看到，投币箱设置了封闭
挡板，红色的遮挡板上有“温馨提示”：工作日周一至
周五，9:00以前 18:00以后，公交免费乘坐。一些
正准备投币的乘客，在得知公交车免费乘坐的消息
后，纷纷称赞。

“路上的私家车比往日少了，当然就顺畅多了！”
家住洛阳市伊滨区的王琪琪在洛龙区国宝大厦上
班，平时她选择乘坐公交上下班。她认为，公交免费
的意义并不在于一元钱的车费，而是鼓励更多的人
减少开车次数，选择绿色出行。

采访中很多有车族都表示，治理雾霾，缓解拥
堵，人人有责，大家都选择低碳绿色出行时，道路会
更畅通，空气会更清新。

此外，为更好地落实该方案，洛阳市还将根据
道路封堵信息，提前做好改线绕行预案，根据线路
客流情况及时调整运力，加密发车班次，延长收车
时间；适时采取区间车和高峰班次等多种方式灵
活调度车辆，最大限度地服务早晚高峰期市民通
勤出行。③5

“特酚伪麻片和特洛伪麻胶囊
主要用于缓解感冒引起的头痛、发
烧、打喷嚏、鼻塞等症状，是处方
药。”12月 4日，郑州人民医院药学
部药师徐玲说。记者在位于郑州
市黄河路上的两家药店咨询这两
种药，店员均回复“没有”并且告诉
记者，以前这两种药也是需要提供
身份证及处方才能购买的。

停用这两种感冒药，主要是
因为其中含有的成分特非那定会
引起不良反应。“这种成分使用剂
量过大会造成使用者心律失常，
出现心悸、胸闷、眩晕等症状，严
重的会导致心脏骤停，尤其是本
来患有低钾、心脏病的人群更容
易受到影响。”徐玲说。除了这两
种药物，还有一些针对感冒、咳嗽
的药物使用时也要特别注意：含
可待因感冒药，18岁以下禁用；双
黄连注射剂，4 岁及以下儿童禁
用；柴胡注射液，儿童禁用；匹多

莫德制剂，3 岁以下儿童禁用；注
射用赖氨匹林，16 岁以下慎用、3
个月以下禁用。

“一般在药店常见的感冒药都
是相对安全的，不必过度惊慌。”徐
玲提醒说。不过，在自行选择感冒
药时还是要注意查看说明书，特别
要留意说明书中的“注意事项”。

“‘禁用’是绝对不能使用，‘忌用’是
避免使用，‘慎用’是谨慎使用，应在
医生指导下使用。另外，儿童、老年
人、孕妇及哺乳期妇女在用药时需
格外注意特殊人群用药的相关内容
和要求。”徐玲说，普通感冒具有自
愈性，病程为3至 7天，如果吃药尽
量只吃一种感冒药，含有相同、相关
成分的药物不要同时服用，避免超
过安全剂量，引起不良反应。徐玲
同时提醒，如果出现急性高热、全
身疼痛、显著乏力和呼吸道症状，
就要当心可能是流感，要及时就
医。③8

据新华社北京 12月 4日电 为加快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我国将启动实施村
庄清洁行动，重点抓好清垃圾、清塘沟、
清畜禽粪污、改变影响农村人居环境的
不良习惯，推动环境整治从点上示范向
面上推开。

这是记者从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
3日召开的落实牵头职责、加快推进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座谈会上了解到的
信息。

记者从会议上了解到，农业农村部
门将启动实施村庄清洁行动，春节前将
以“村村户户搞清洁、干干净净迎春节”
为主题，从农民群众能自己动手干的实
事做起，在较短时间内让百姓感受到村
庄环境的变化，干干净净、健健康康、欢
欢喜喜过大年。

小厕所，大民生。会议要求，加快推
进农村“厕所革命”，要以农民群众满意
不满意为标准，推进农村户厕、公厕等建
设与改造，研究制定推进农村“厕所革
命”专项行动的指导意见，组织开展督促
检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评估，
推动农村改厕等重点工作落地见效。

会议明确，下一步将统筹推进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 7项重点任务，加强村庄
规划工作，强化技术创新，开展新技术新
产品攻关、研发和推广。加强人才队伍
建设，打造一支有担当、能力强、素质高
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队伍。

热力管网迎“体检”
百姓取暖更安全

民生速递

“三清一改”
村庄清洁行动将启动

特酚伪麻片和特洛伪麻胶囊全国停产停用

选择感冒药“注意事项”要留意
感冒就用阿莫西林头孢是误区

“药驾”之险也需警惕

洛阳公交车
分时段免费乘坐

基层民生观

12月 4日，宜阳县“一场两馆”项目建设现场，工人正在体育场看台上加紧施工，确保项目如期
建成。截至目前，城市博物馆、体育馆、体育场主体工程均已完工，正在进行设备设施安装、内部装
修等。项目建成后，不仅能大幅提升当地公共服务水平，提升城市品位，还将成为展示当地形象的
标志性建筑。⑨3 田义伟 摄

民生项目施工忙

11月 30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公告，停止特酚伪

麻片和特洛伪麻胶囊在我国的生产、销售和使用，已上市销售

的药品由生产企业负责召回，原因是这两种感冒药存在心脏毒

性不良反应。冬季正是感冒高发季节，专家提醒，如果家中有

这两种药一定不要再服用，服用其他感冒药时也要

仔细阅读说明书，留意“注意事项”。

□本报记者 曹萍

热点关注

各地立即组织开展热力

老旧管网、热力站等设施的专

项检查，建立老旧管网运行状

况检测评估机制，加快供暖老

旧管网设施改造。

弹指一挥，40年改革开放历程，波
澜壮阔。抚今追昔，40年辉煌历史巨
变，惊艳世界。40年时间，各行各业都
在不断革新，在当下数字经济发展迅
猛，数字创意扑面而来的时代，珠宝行
业似乎经历着“中年危机”的疲软。

珠宝行业的“脸盲症”，珠宝首饰
产品同质化尚待解；数字经济下的珠
宝行业，传统运营模式有待创新破局；
千禧一代的消费环境下，珠宝行业智
慧零售尚需革新。

面对不断推陈出新的市场环境
和科技发展的新机遇，我国珠宝行业
如何顺势而为，实现创新呢？而即将
由河南省中原珠宝创新研究院和郑
州市管城区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首

届中国珠宝创新大会，或许能直接解
答这个问题。

本次峰会，拟邀请中国外交部原
发言人孙玉玺，人工智能专家、美国硅
谷科学家吴薇博士，央视著名主持人
肖东坡及国内权威行业协会领导、专
家等与会。针对“珠宝创新”在峰会现
场进行头脑风暴和趋势研讨，未来的
珠宝行业将如何创新，看众专家如何
分析研讨。

说起来创新，著名品牌定位专家、
中原珠宝创新研究院院长张杰认为，
珠宝行业作为一个比较传统、“重库
存”的行业，要想升级与变革，一定要
抓住创新的本质与目的。在消费能力
和需求不断升级的背景下，传统零售

模式已落伍，以用户需求和体验为核
心、互联网为工具的创新型零售模式、
突破型营销思维是未来发展趋势。

基于创新的顶层设计思维，在未
来将展现出比数据挖掘更加重要的作
用和价值。张杰提出，现在正在进行
的 2018 年度创新评选活动及接下来
要进行的“中国珠宝创新大会”，都是
在不断寻找更多创新的力量，探索更
多创新的模式和渠道，赋能打造智慧
珠宝行业，满足珠宝行业转型升级的
内生需求，也符合珠宝市场全域消费
综合改革的整体布局。

时间：2019年 1月 17日
地点：中国·郑州

集结行业强势力量

首届中国珠宝创新大会即将绽放

福
彩
之
声

客服电话：9618958
www.henanfucai.com

扶老 助残

济困 救孤

12月 3日，开封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召开了安全生产工作专题会议，各部室负
责人、中福在线各销售厅经理参加了会议。

会议传达了近期省民政厅、开封市民
政局、省福彩中心下发的关于安全生产工
作的相关文件精神，就开封市福彩系统今
冬明春火灾防控和近期安全生产工作进行
了部署。

会上，开封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负责
人对各中福在线大厅近期安全生产工作进
行了点评和安排，并提出具体要求。一是
要高度重视，强化责任，各部室负责人要
切实履行好职责，要以对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和福彩销售稳定高度负责的态度，
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二是要全面排查，查
找隐患，各部室要联合行动，全面排查各

类安全隐患，同时要加大技防投入，解决
好各类安全隐患。三是针对问题，狠抓整
改，各中福在线大厅及销售网点要牢固树
立“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理念，从讲政
治、讲大局的高度，针对排查发现的各类
安全隐患，全面整改。四是广泛宣传，营
造氛围，利用微信公众号及各类宣传平
台，强化消防宣传作为火灾防控的“第一
关口”作用，营造“全民参与、平安生产”的
良好氛围。

下一步，开封市福彩发行中心将加大
监督检查和宣传工作力度，全力以赴，真
抓实干，切实落实好省、市关于做好安全
生产工作要求，为打造平安福彩作出积极
贡献。

（开封福彩）

开封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召开安全生产专题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