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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整改见行动

50关注海口“双创”

本报海口7月16日讯（记者单
憬岗）今晚，由省委宣传部、省文体
厅、省歌舞团和北京舞蹈学院联合举
办的原创民族舞剧《东坡海南》海口

“双创”一周年慰问演出隆重上演。
这次慰问演出是主办单位在海口“双
创”一周年之际，为答谢广大“双创”
工作者辛勤付出而特别安排的精神
文化大餐。

省委常委、海口市委书记孙新阳，
省委宣传部、省文体厅、省文明办及海
口市四套班子领导和广大“双创”一线
工作者观看演出。

演出开始前，主持人代表演出单
位对海口“双创”一线工作者表达了
谢意。她说，去年7月，海口启动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的

“双创模式”，作为工作和生活在海口
的市民，见证了“双创”给海口带来的
骄人变化。海口这座年轻而美丽的
省会城市迸发出了无限的生机、朝气
和活力，最直接、最明显的就是城市
变得更美了、更靓了，大街小巷环境
变干净了，生活秩序变得有条有理

了，老百姓脸上洋溢的幸福感也越来
越强了。

《东坡海南》是我省原创民族舞
剧，舞剧从东坡谪居海南的行船道途
启幕，大梦叙事，歌舞怀古，分为五个
篇章，从历史性，民族性，精神性，文
学性，艺术性五个方面史诗般地重现
了东坡先生与海南岛之间立体的、生
动的、引人入胜的交集。

演出伊始，舞台上灯光齐发，电闪
雷鸣、骇浪惊涛中，但见东坡先生一个
踉跄，跌至船尾，悲思忧叹，心神恍
惚。这一独出心裁的开场，一下子抓
住了现场所有观众的心。演出中，在
现代化的舞美及声光效果的配合下，
演员们以动人的舞姿，在时而柔情时
而铿锵的音乐中，将苏东坡初至海南
时的悲愤，笔耕不辍的文人气节以及
与海南人民深厚情谊等一一展现，舞
剧的内容编排及现场所呈现的艺术效
果令观众反响热烈。当晚演出全场座
无虚席，广大“双创”工作者被精彩的
演出震撼，现场掌声一阵接着一阵，一
阵更比一阵热烈。

据悉，该剧16日和17日在省歌
舞剧院进行两场慰问演出后，还将赴
京进行汇报演出。

舞剧《东坡海南》演出慰问海口“双创”工作者

动人乐舞演绎“文化大餐”

本报那大7月16日电（记者易宗平 通讯
员张琳）一盘盘美食次第排列，一阵阵香味弥漫
开来……今天，儋州市“十大名菜”“十大小吃”
评选和烹饪技能比赛在那大城区夏日广场拉开
帷幕，共有279个本地食物品种参评。

当天，省内外游客纷至沓来。不老馊、东坡
香糕、黄皮鸡、黄姜馍、椰子馍、长坡米烂、松涛
野牛干、川贝柠檬膏，以及各种儋州粽子、木薯
制品等，不断撩拨着“吃货”们的味蕾。

据了解，参评儋州“十大名菜”“十大小吃”
的美食需具备五大条件：具有儋州地方美食文
化和地域特征；主要原料为儋州本地生产，具
有独特的传统制作技艺；制作工艺符合国家卫
生标准，色、香、味、形俱佳，鱼翅、燕窝等高档
菜肴不参加评选；有一定市场销售量，在民间
流传广泛；食材充分体现原生态、绿色有机、健
康养生。

儋州市副市长吴波介绍，目前推荐报名参
加“十大名菜”评选的菜品有133种，“十大小
吃”评选品种有146种。评选分初赛、复赛和
决赛三个阶段，并通过品鉴投票和网友投票。
评选结果年底揭晓，评选奖项分为入选奖和入
围奖。

他认为：“评选旨在深度挖掘和开发儋州
特色饮食文化和历史传承，全力打造一批名
店、名厨、名菜、名小吃，推出‘吃在儋州’的城
市名片。”

在现场参观指导的海南省酒店与餐饮行
业协会会长翟培基表示，儋州素有“美食之乡”
的美誉，很好地继承弘扬了海南省菜讲究鲜
美、清淡、嫩滑等特点，而这次比赛有利于提升
儋州特色美食知名度和美誉度，有利于增强儋
州餐饮市场竞争力，有利于儋州餐饮业的健康
快速发展。

儋州“十大名菜”“十大小吃”评选启动

279种本地美食
展开“味蕾大战”

本报海口7月16日讯（记者孙
慧 通讯员成和军）今天上午，省住建
厅组成专项检查组，赶赴临高、海口
和定安三市县，对7月14日晚“承诺
与兑现——2016年党风政风行风建
设社会评价公开评价”第四期电视直
播曝光的一些保障性住房问题进行
检查和整改。

7月14日晚，直播现场曝光了临

高县教育小区、海口永和花园一些房
屋出现渗水、墙裂等质量问题，以及
定安县富民小区未按期交房等问
题。省住建厅当晚立即召开会议，进
行专题研究，部署成立专项检查组安
排整改工作。

今天上午，由省住建厅厅长丁式
江带队，专项检查组奔赴临高县教育
小区，对住户反馈的房屋渗水、墙裂
现象进行检查，经技术人员鉴定，问
题属于施工方施工把关不严、技术和
材料等综合因素所造成，也有部分渗

水问题因住户装修，缺乏专业指导，
堵住给水管和排水管所造成。当场，
检查组责令施工方要在保修期内，对
群众反馈的质量问题进行检查和维
修。同时，要对全小区全面回访和分
析，查清渗、漏、裂的原因，制定方案
进行专业维修。

检查组随后又对海口永和花园
进行检查，发现所反馈的漏水问
题，是由于施工方未对房顶弱电井
进行防雨保护，造成雨水渗透。施
工方当场承诺，立即进行整改。下

午，检查组来到富民小区，现场了
解了该小区由于地形和配套设备
等原因，耽误工程，延误交房时
间。施工方负责人现场承诺，将在
7月底交房。

丁式江表示，此次专项检查后，
要把发现的问题厘清责任，该追究
谁的责任就追究谁的责任，住建厅
将监督责任方对问题进行整改。同
时，省住建厅将举一反三，下一步要
对全省保障性住房进行检查，强化
监察责任。

省住建厅专项检查三市县保障性住房被曝光的问题

现场揪出原因 责令立即整改

“青年普法志愿者法治文化基层行”启动

我省青年志愿者
基层普法在行动

本报海口7月16日讯（记者金昌波 通讯
员肜群旺）7月11日至7月15日，由省法学会、海
南政法职业学院共同组织的2016年“青年普法
志愿者法治文化基层行”活动首站在儋州启动。

活动中，青年普法志愿者一行20人先后深
入儋州市那大镇大同居委会、禁毒教育基地、力
乍村委会，南丰镇茶树村，兰洋镇社会管理服务
中心，木棠镇铁匠村，西联农场以及市儿童福利
院进行实地调研和开展普法宣传。

据了解，本次活动中，青年普法志愿者共悬
挂宣传标语10多条，向村民发放宣传手册、书
籍、扑克等普法资料3000多份，解答涉及房屋
合同、债权债务、遗产继承、儿童抚养、赡养老人
等问题咨询150多次，加深了社区居民对相关
法律法规的认识和理解，进一步增强了广大居
民的法治观念和依法维权的能力。

省法学会会长肖若海表示，“七五”普法规
划将青少年列为普法的重中之重，开展青少年
普法宣传教育是一项重要任务，青年普法志愿
者是一支来自青年学生的普法力量，是主动学
法、参与法治实践的主角，为全民法治宣传教育
注入新的活力。

省考试局实施阳光招生工程

部分家长可到
录取场观摩监督

本报海口7月16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
员高春燕 实习生陈卓斌）为深入实施阳光招
生工程，进一步扩大信息公开的范围和内容，
接受社会监督，省考试局拟邀请部分考生家长
代表到我省201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现场观
摩、监督。

报名时间：第一批为 7月 17日下午 14：
30—15：30，第二批为7月27日下午14：30—
15：30；报名地点：海口市腾鹏大酒店四楼418
房，联系电话：36680639、36681937。

当批报名结束后，省考试局工作人员将现
场抽取5名考生家长代表，到录取现场观摩网
上录取工作。

海南旅游摘得
两项荣誉
三亚、海航分别入选“中国旅
游城市数字资产榜”“最受消
费者好评国内航空公司”前十

本报讯（记者苏庆明）在日前召
开的“数字话旅游——2016中国目的
地旅游与国民形象论坛”上，海南收获
了两项荣誉：三亚市、海南航空分别入
选“2016中国旅游城市数字资产榜
Top10”“2016最受消费者好评国内
航空公司Top10”。

新公布的“旅游城市数字资产
榜”，主要对城市旅游和国家5A、4A
景区的数字资产进行排行，数据涵盖
了网络连接的活跃度、信息库存量、口
碑推荐量等三大重要指标。排除了人
为的主观因素，对评估城市旅游品牌
在行业中的位置等具有较强的参考意
义。与三亚同时入选的还有北京、上
海、杭州、泰安、黄山、厦门、苏州、西
安、成都等城市。

在强调安全、服务、产品的“最受
消费者好评国内航空公司”评比中，海
航成功跻身前十。

与以往不同，此次论坛发布的旅
游榜单是通过抓取百度、穷游网、蚂蜂
窝等平台的几千万条互联网数据，通
过科学合理的建模生成，可以说是一
个中国目的地旅游与国民形象系列的
数据榜单。

本报五指山7月16日电（记者
马珂）等专家号、送会诊单、取检查结
果……患者不用再来回折腾排队，医
护人员轻点鼠标可了解患者所有就
诊信息，甚至多科室会诊也可以通过
电脑平台完成。这样的就医体验，将
在省内二级医疗机构实现。昨天，全
省以电子病历为核心的医院信息化
建设现场会在位于五指山市的省第

二人民医院举行。
据了解，电子病历是医院信息系

统的核心，高度集成的医疗数据，不
仅能保证健康档案“数出有源”，还能
有助于规范临床路径、实现医疗过程
监管、促进提高医疗服务质量、效率
和医院管理水平。

省卫计委要求全省二级医疗机
构加快推进信息化建设，充分整合

医院现有资源，实现互联互通。在
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不同医院间的
互联互通，实现安全的患者信息共
享。

“通过信息化建设，患者在医院
挂号、候诊、就诊等环节贯通共享，
尽量少走或者不走回头路。例如，
对于专家号，进行排班，并显示实时
状态，减少患者盲目排队。对于紧

缺资源如动态心电图，医生下医嘱
时，会根据患者病情的轻重缓急进
行资源预约，并指导患者适时去检
查，而不同以往需要患者自己去检
查科室登记确认。”省卫计委副主任
吴明告诉记者，今年全省二级医疗
机构将加快信息化建设步伐，同时
倒逼三级医院跟上信息化建设的改
革力度。

我省今年全面推进二级医疗机构信息化建设

多科室会诊可通过电脑平台完成

码上读

扫码看海秀快速路
全景视频
视频拍摄：陈元才
视频剪辑：李玮竞

7月16日，在海口海秀快速路龙昆南匝道，桥面上的路面已经完成
沥青铺设工作，路灯和隔音板等配套设施也陆续安装完成，通车在即。
海秀快速路东起国兴大道西段，西至火车站，近期多个路段已经完成沥
青铺设，7月30日有望实现功能性通车。

本报记者 陈元才 实习生 陈若龙 摄

海秀快速路
通车倒计时

◀上接A01版
工作队员第一时间拎着牛奶登门看
望，及时提供医疗帮助；

村户忙着集市卖菜，想签约又怕
耽误生意，工作队员二话不说，开车
把签约表格直送摊位前，耐心指导填
写……

棚改，为城市升级拓宽空间，亦为
百姓发展拓展天地，既惠及民生，也关
注公平。

东岸棚改工作队队员王伟是大家
眼中的“黑脸”角色，每次他一出现，准
少不了整改通知书。“通过查阅历史资
料，我们发现东岸棚改地段有80多栋
建筑违法占用排洪沟和河道，必须还
河于民、还景于民，首期已依法拆除
31栋违建。”王伟说。

“你把百姓当回事，他们也把你当
回事。”东岸棚改第16片区负责人林
秀松感叹道。民生为大，百姓第一，景
观第二。三亚干部用扎根基层“钉钉
子”的精神，感受民生冷暖，做百姓的
知心人、贴心人，依法推动，党员带头，
一点点地打开群众心扉，海坡、东岸、
月川棚改等一个个难啃的“硬骨头”，
正慢慢软化。

“有三户人家答应晚上开家庭会
讨论，下午有一户丈量……”吉阳工作
群、东岸棚改工作群等微信群内，一个
个喜讯弹出。然而，工作人员深知，这
只是万里长征的一小步，民生工作永
远在路上。 （本报三亚7月16日电）

他们，
这样打开百姓心扉

游客兴致勃勃地在儋州美食展示现场品
尝各种小吃。 本报记者 易宗平 摄

《东坡海南》演出现场。 本报记者 单憬岗 通讯员 邱阿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