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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特约刊登

二、就医和医保
（四）生病后要及时就医，首选到社区

卫生服务机构初诊，不去“黑诊所”，按照医
嘱用药。

释义：发现健康问题和疾病，要抓住最
佳时机及时采取措施，重视疾病早期症状，
如有不适，要及时到正规医疗卫生机构就
诊，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小病在
社区、大病去医院、康复回社区”。常见病
和多发病患者首选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医
院）就诊，而不是盲目去三级医院，可以节
省时间、费用，避免不必要的浪费。社区卫
生服务机构包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乡
镇卫生院/医院等，在那里工作的医生都是
具有政府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行医执照，
可为患者提供细致、全面的健康服务。不
要到没有行医执照的“黑诊所”去看病。

任何药物（中、西药等）都有不良反应，
遵照医嘱用药才能达到预期的治疗效果，
不可擅自使用、停用或增减药物剂量，否则

可能会引起严重后果。
（五）参加城乡居民或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可向现居住地社保部门申请转移接续
基本医疗保险关系。

释义：目前，我国居民在城镇就业后，
可以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加城乡居
民或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在定点医疗机构就
医，可按规定比例报销医疗费用。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等相关规定，个
人跨统筹地区就业的，其基本医疗保险关
系随本人转移，缴费年限累计计算。

三、传染病防治
（六）勤洗手，不与他人共用毛巾、牙刷

和剃须刀等洗漱用品，防止传染疾病。
释义：每个人的手是接触物品最多的

身体部位，因此也最容易沾染细菌和病毒，
如果不洗手就用手指接触眼睛、鼻孔和食
物，会很容易传染疾病。饭前便前便后和
外出回家后要记得最先做的事情是用清洁
的水和肥皂洗手。

每天早晚刷牙，吃东西后漱口，勤洗头
发和洗澡，一人一盆一巾，不与他人共用毛
巾、牙刷和剃须刀等洗漱用品，防止传染眼
病、皮肤病和其他疾病。

（七）得了传染性疾病要就地及时诊
治，带病返乡和到异地就医会错过最佳治
疗时间。

释义：得了传染性疾病要就地及时诊
治，按医嘱做好防护措施，带病返乡和到异
地就医不但会错过最佳治疗时间，还很可
能将传染病传给他人。

（八）咳嗽、咳痰2周以上，应怀疑得了
肺结核，要及时就诊。肺结核患者应留在
居住地完成全程治疗，防止产生耐药肺结
核。

释义：肺结核是一种经呼吸道传播的
慢性传染病，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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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由儋州市就业局特约刊登

就业就业民生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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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担保贷款
知识问答

聚焦男篮世界杯

活动时间：2019年9月1日-9月12日
主办方：儋州市司法局
惊喜礼品:红米NOTE7手机、涮烤一体锅、果汁

机、1元-5元现金红包。
关注“儋州司法局”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

栏“知识竞赛”参与。

问：我是一名建档立卡贫
困户，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
吗？

答：可以，但是要有创业
的项目并正常经营，并提供相
关的反担保措施。建档立卡
贫困户的反担保人由具有本
市行政辖区内的行政事业全
额财政拨款人员或国企、央企
的正式在编人员（月工资
3000元以上）放宽到市内的
村（居、社区）委会的两委干
部。

咨询电话：23312819

法治中国 你我同行

儋州市首届法律知识竞赛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儋州司法局微信公众号

遗失声明
兹 有 董 文 厚（身 份 证 号 ：

460003197407022815）不慎遗失农
用拖拉机登记证书，车牌号：琼01-
33886，特此声明作废。

兹有梁儒助不慎遗失失业登记
证，证号：4690030013001080，特此
声明。

兹有儋州白马井大文木材加工
厂不慎遗失公章一枚，公章印模为

“儋州白马井大文木材加工厂”，特此
声明作废。

兹有黎周威不慎遗失身份证，证
号：460003199603150258，特此声
明。

艾克森双响武磊破门

国足客场5:0大胜马尔代夫
9 月 10 日夜，中国国家男足在

2022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40强赛首
场比赛中客场5：0战胜马尔代夫。

第34分钟，艾克森策动攻势，李
磊传中助吴曦头球破门；第45分钟，
杨旭禁区内攻门，武磊头球接力破门；
第64分钟，杨旭点球将比分扩大；第
81分钟，韦世豪再度为中国队赢得点
球，艾克森操刀命中；全场补时阶段，
韦世豪又助艾克森梅开二度。

里皮重掌国足教鞭后率队展开新
一次世预赛征程。40强赛阶段国足
与叙利亚、菲律宾、马尔代夫与关岛同
组。此战国足由武磊、杨旭与归化前
锋艾克森组合锋线，蒿俊闵、吴曦与池
忠国搭档三中场。上届世预赛40强
赛阶段国足两战马尔代夫分别以3：
0、4：0的比分奏凯（两战均在中国国
内进行）。

马尔代夫借主场势头在开局阶段
在中国队禁区制造了一定混乱，不过
有惊无险。第34分钟，中国队取得入
球：艾克森中路直塞策动攻势，在李磊
左路传中被挡出后艾克森又中路强突
分球，李磊再次将球挑入禁区，吴曦头

球攻破球门下角，中国队1：0领先。
第45分钟，中国队扩大比分：蒿

俊闵右路斜传，李磊禁区左侧头球回
摆，杨旭顺势攻门，武磊在小禁区内头
球接力破门，中国队以2：0的比分领
先结束上半场。

第64分钟，中国队利用点球将比
分扩大：中国队角球攻势中裁判判定
对手推人犯规，杨旭操刀点球稳健命
中，比分变为3：0。

第81分钟，中国队后场前传策动
快攻，韦世豪积极前插争抢落点，在禁
区右侧底线前被身后追击的加尼绊倒，
裁判判定点球并向加尼出示第二张黄
牌将其罚下；艾克森操刀点球命中，将
比分扩大为4：0。艾克森打开了在国家
队入球的账户，入球后艾克森很激动地
与众位队友击掌庆祝，并来到现场中国
球迷的看台前与球迷互动。

收官阶段马尔代夫队已无力再起
冲击。进入补时阶段中国队再度入
球：吴曦大范围转移，韦世豪停球调整
后强突分球，艾克森门前包抄破门，最
终中国队5：0战胜马尔代夫，取得世
预赛开门红！ （新体）

9月10日，2019年男篮世界杯
八强赛开战，其中阿根廷队以97-87
击败了夺冠大热门塞尔维亚队，成功
闯入四强，而塞尔维亚则是争夺五至
八名。约基奇贡献了16分10篮板5
助攻，而阿根廷后卫坎帕佐得到了
18分12助攻的两双数据，老将斯科
拉得到全队最高的20分，阿根廷全
场轰下了12个三分球。

阿根廷队开场以7：2领先，后卫
坎帕佐除了投中3分之外，他还两次
助攻队友。约基奇一条龙上篮，斯科
拉投中 3 分，阿根廷队以 12：4 领
先。约基奇封盖，塞尔维亚队连续冲
击内线造成杀伤，除了约老师贡献的
5分之外，阿根廷队的加里齐3犯，德
里亚和斯科拉也是2次犯规。塞尔
维亚队打出一波12：4的攻击波将比
分追至16平。暂停之后，坎帕佐投
中3分，别利察单打命中。阿根廷队

主教练因为不满被判技术犯规。首
节，阿根廷队凭借着戴克的压哨上
篮，以25：23领先。

第二节，约基奇助攻米西奇2+
1，菲耶勒鲁普快攻上篮投中了阿根
廷队第一球。博格达诺维奇扣篮，维
尔多扎命中3分，再加上马扬诺维奇
拉人违体犯规，阿根廷队打出一波
8：0的小高潮将分差扩大。暂停后，
约基奇打三分成功，可是阿根廷队下
起了三分雨，球队这一节中一共投中
了6个三分。半场结束，阿根廷队以
54：49领先5分，约基奇贡献了14分
7篮板4助攻。

第三节，博格达诺维奇后撤步三
分投中，德里亚虚晃后投篮，而斯科拉
投中3分。别利察内线单打2+1，不过
阿根廷后卫坎帕佐两次助攻队友。塞
尔维亚替补席因为不满表达被判技术
犯规。之后的比赛，约基奇下场休息，

不过塞尔维亚队反而将分差缩小为1
分，别利察本节贡献了7分。最后1分
钟，两队都没有得分。三节结束，阿根
廷队以68：67领先1分。

最后一节，古德里奇投中了三分
球，2分也是塞尔维亚队本场最大领
先。坎帕佐和加里诺连中3分，阿根
廷队重新夺回领先。无奈之下，塞尔
维亚队重新换上了博格达诺维奇，但
加里诺急停中投打停了塞尔维亚
队。暂停后，塞尔维亚队换上了全部
主力，斯科拉抢下前场篮板二次进攻
得分，他连得4分，阿根廷队领先了
11分。还剩3分钟，比赛胜负没有了
悬念，最终，阿根廷队以97：87击败了
夺冠大热门塞尔维亚队，成功闯入四
强，而塞尔维亚则是争夺五至八名。

在随后进行的另一场1/4决赛
中，西班牙以90:78击败了波兰，与
阿根廷队携手挺进四强。（搜狐）

1/4决赛激战两场

阿根廷西班牙率先挺进四强

阿根廷送塞尔维亚出局。

19:00 美国VS法国（东莞赛场）
21:00 澳大利亚VS捷克（上海赛场）

9月10日，在男篮世界杯小组赛
第二阶段比赛中，澳大利亚队以
100:98力克法国队，晋级8强。全
场，澳大利亚队有3人得分20+，创
男篮世界杯（世锦赛）历史纪录。

当天比赛中，澳大利亚队有3人
得分20+，分别是帕蒂·米尔斯（30
分）、乔·英格尔斯（23分）和阿隆·贝
恩斯（21分）。单场同队有3名球员
得分20+，这在男篮世界杯历史上尚
属首次。 （新浪）

澳大利亚队
刷新历史纪录

1/4决赛预告
9月11日 星期三

9 月 9 日，男篮世界杯第二
轮，美国以 89:73 战胜巴西。从比
赛来看，美国队是依靠稳固防守取
得胜利。

著名 NBA 记者布莱恩·温德
霍斯特近日撰文指出，男篮世界杯
开始以来，虽然美国队取得 4 胜 0
负的不败战绩，但是他们的进攻火
力远不如过去几支美国队。

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拥有杜
兰特、欧文和安东尼的美国队场均
能得到101分；

2014年的西班牙世界杯，美国
队场均能得到 105 分，欧文、哈
登、库里和克雷的三分球命中率加
起来达到46%；

2012年伦敦奥运会，那支拥有

科比、詹姆斯、杜兰特、安东尼和
哈登的美国队，场均能够强势轰下
116分！

再看参加今年世界杯的美国
队，他们开赛后前4场比赛，美国
队场均只得到 87 分，在所有 32 支
球队里只排在第8位。此外，美国
队的投篮命中率为 42.6%，排在第
20位；三分命中率32.8%，排在第
18位。

此役美国战胜巴西，全场也只
得到 89 分，全队得分最高的沃克
和特纳也都只得到16分。

其实在今年世界杯开始之前，
美国队主帅波波维奇就指出，对于
这支平民化的美国队来说，他们必
须依靠防守来赢球。 （新浪）美国男篮主帅波波维奇。

本报讯（记者丁子芹 实习生符红姜）近日，
2019年全国国际跳棋校园推广计划儋州站启动仪
式举行。那大镇第二小学、第六小学两所学校被授
予“全国国际跳棋校园推广计划示范单位”称号。

仪式现场，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
国际跳棋和五子棋部副主任陈浩为两所学校颁发
示范单位牌匾，并赠送国际跳棋教材、棋具。

据了解，在此次校园推广计划中，儋州属于该
推广计划进入海南的第二站，那大镇第二小学、第
六小学为选中的首批学校。今年6月，国际跳棋
就已进入这两所学校二年级学生中进行普及，每
所学校普及人数约200人。下一步，省国际跳棋
协会还将继续派出师资力量在这两所学校进行推
广和提高棋艺。

我市两小学被授予
全国跳棋校园推广
示范单位称号

本报讯（记者林晓云）9月7至8日，2019年
中国羽毛球协会业余俱乐部联赛暨全国东西南
北中羽毛球大赛“白沙杯”海南选拔赛在白沙全
民健身中心羽毛球馆挥拍。比赛共吸引全国各
地及省内各市县的700余名运动员参与。来自儋
州的羽你相约俱乐部展现不俗实力，勇夺甲组混
合团体赛冠军，其成员在参加单项赛中，也斩获
了3金3银3铜的佳绩。

在甲组混合团体赛决赛中，儋州3:2战胜恒
瑞祥俱乐部，斩获冠军。

另外，单项赛按年龄划分为7个组别，儋州羽
你相约队成员荣获A组男双冠军，B组男双冠军，
女双冠亚军，女单、混双亚军，男单、混双季军，C
组男单季军。

中国羽协业余联赛海南选拔赛

儋州揽四金

儋州俱乐部获奖合影。本报记者 林晓云 摄

9月10日，U18女排世锦赛在埃及的伊斯梅
利亚继续进行，中国女排3:0波多黎各，取得四
连胜,小组第一出线。 （新体）

女排小将网上暴扣。

U18女排世锦赛小组赛

中国四连胜晋级

9月10日，2019年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的一场
比赛结束，奥沙利文6局比赛狂轰两杆130+和4
杆50+，以6:0横扫张翼，晋级8强。

张翼是今年业余大师赛的冠军，他获得了参
加上海大师赛的机会。在首轮比赛中，张翼6:3
击败了卡特，也算创造了一个奇迹。 （新浪）

斯诺克上海大师赛

奥沙利文进8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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