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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让居民听得懂能理会可落实
信阳中院走进飨堂社区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
信阳消息（ 黄亚） 为深入学
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响应市文明办“学习贯彻十九大
文明单位社区行” 号召， 昨日上
午，信阳中院组织干警深入飨堂
社区开展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
活动，充分发挥“ 文明单位” 的示
范作用，带头宣传解读党的十九
大精神， 推动党的十九大精神落
地生根，指导人民群众生产生活。
活动中， 信阳中院政治部副
主任金波以“ 认清八个新深刻
领会十九大精神” 为主题， 从“ 新
成就、 新时代、 新矛盾、 新思想、
新方略、 新任务、 新征程、 新工
程”八个方面和与会的党员群众
对十九大报告进行了进一步的
深入学习。
宣讲内容以把党的十九大报 既有理论上的概括， 又有实践的
告精神讲清楚、讲明白，让老百姓 指导，引得现场党员群众的共鸣。
宣讲活动结束后， 信阳中院
听得懂、能理会、 可落实为原则，
主题鲜明、内容丰富、 深入浅出， 机关党委副书记徐贵瑛代表信

信阳市供水集团公司特约

今日天气：晴-6℃~3℃

宣讲现场
阳中院向飨堂社区赠送了《 党的
十九大报告学习辅导问答》 《 十
九大党章修正案学习问答》 等辅
导读物40 余册。

讲述身边事 感染身边人

河区红星社区“诚信”主题道德讲堂开讲
信阳消息（ 记者郭晓雨）
以身边真实的故事为例， 链接社
区邻里情， 用道德讲堂对接生活
点滴。 昨日上午， 一场别开生面
的道德讲堂让河区五星街道
红星社区的居民们对诚信有了
更深刻的理解。
在活动现场记者看到，30 多
位听众正认真聆听， 有些还做了
笔记。 尽管天气寒冷， 但有些家
长还特意把孩子带来了。
“一
条大河波浪宽， 风吹稻
花香两岸…… ” 居民齐唱爱国歌
曲， 拉开了道德讲堂的序幕。 随

后， 看短片、 诵经典、 讲故事、 谈
感悟、 做点评， 多个环节让居民
充分学到了诚信对日常生活的
意义。 尤其在看短片环节， 感动
中国十大人物“ 信义兄弟” 孙水
林、 孙东林的故事让大家的掌声
久久不停。 “这两兄弟信守‘新年
不欠旧年薪， 今生不欠来生债’，
他们的事迹深深打动了我们在
场的每一个人。 ”居民刘女士说。
在讲故事环节， 一个个生动
的故事让在场居民很受启发。 “我
最喜欢那个‘一句话一辈子’那个
故事， 退伍军人李元成和战友之

间的承诺让人感动， 到底是怎样
的感情和担当， 可以让一个人践
行照顾牺牲战友父母几十年的诺
言。 ”居民李浩说，通过省吾身、学
模范、 讲故事等环节宣扬诚信精
神，提升思想道德品质。
信是做人之本， 是每个
“诚
人都应当遵守的基本道德规范，
也是一张最有说服力的名片。 ”
两个多小时的活动结束后， 大家
交流了对“ 诚信” 的认识和感悟，
并在讲堂上共同许诺： “ 待人以
诚， 办事守信， 信必行， 行必果，
做个诚信的人。

这波流感防治，听听专家怎么说
据国家流感中心网站公布
的流感监测结果显示： 全国进入
份以来，流感流行强度不断
12 月
增强， 暴发疫情明显增多， 且以
乙型流感为主。 什么是乙型流
感？ 面对乙型流感， 人们该如何
进行防治？ 广州医科大学呼吸疾
病国家重点实验室杨子峰教授
等专家提出了解决方案。
乙型流感是乙(B) 型流感病
毒引起的流行性感冒， 其特点是
起病急骤， 体温在数小时至24
小时内升达39℃ -40℃ 甚至更
高， 伴头痛， 全身酸痛， 畏寒， 乏
力， 咽干喉痛， 干咳， 可有腹泻，
食欲减退。
流感疫苗是预防和控制流
感的有效措施之一。 接种疫苗可
明显降低发病率、 减轻症状。 但

由于流感病毒不断发生变异， 只
有经常掌握流感病毒变异的动
态， 选育新流行病毒株， 才能及
时制备出有针对性预防作用的
疫苗。
对于已经发病的患者， 临床
亟需有效的广谱抗流感病毒药
物。 杨子峰教授表示， 乙型流感
的症状与甲型流感相似， 但是宿
主不同， 甲型流感病毒除感染人
类以外， 还可以感染禽、 猪、 马等
动物； 乙型流感病毒只感染人
类。 并且，乙流在人的神经系统、
心血管病等方面的并发症比较
多见。
对于乙流的治疗， 杨子峰教
授还指出： 达菲对其敏感性不
高， 而中药连花清瘟胶囊可以发
挥作用。 研究证实， 连花清瘟对

乙型流感病毒具有抑制作用， 且
具有广谱抗病毒作用， 除了早期
抑制病毒侵入过程， 还可以调控
信号通路， 抑制病毒
NF-KB 等
送及其后续的过度炎症
RNP 输
反应， 兼具抗病毒、 抗炎双重药
效， 这样的特点， 对于本轮发生
的流感可以发挥很好的治疗效
果。 抗病毒、 抗炎的双重作用在
改善发热、 肌肉酸痛、 头痛、 咽痛
的同时， 还可以治疗流感引发的
肺炎、 支气管炎， 减轻咳嗽、 咳痰
等症状。
专家指出， 乙型流感可防可
治， 只要远离流感传染机会， 出
现症状及时检查用药， 或者平时
服用像连花清瘟胶囊这样的药
物进行预防， 就完全可以消除流
感对健康的威胁。 （连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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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物业招标公告
按照国务院《 物业管理条例》、 建设部《 前期
物业管理招标投标管理暂行办法》 的规定， 信阳
·城
中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决定对“茗阳天下
市公园”项目的前期物业服务采取公开招标的方
式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城
一、“茗阳天下
市公园” 项目位于信阳市
河区茶韵路8 号，总建筑面积288760 平方米，
项目由55 栋商住楼组成，其中高层16 栋， 小高
层9 栋，多层28 栋，会所1 栋，幼儿园1 栋。
二、投标单位资格要求：
立法人资格，具备本项目三级以上资质
1. 独
条件，能力和信誉。
备六年以上管理经验和长期合作的基础
2.具
和实力。
务状况良好， 近2 年未出现过亏损， 有
3. 财
足够的资金能力来承担本项目的实施。
须达到招标文件要求的物业服务内容
4. 必
和要求。
三、领取招标文件时间和地点：
至2018 年1 月16 日（ 不
2018 年
1月
12 日
少于5 日）
招标文件领取地点：茗阳广场茗阳天下营销
中心中原地产办公室
四、递交投标文件时间：
至2018 年2 月5 日
2018 年
1月
17 日
五、开标时间及地点：
1.2018 年
2月
6日
9时
标地点：茗阳天下二区会所二楼会议室
2. 开
联系人：杨晶晶 联系电话：13403974041
信阳中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8 年
1月
1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