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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 天18

新华社北京8月20日电 全国
卫生与健康大会19日至20日在京
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
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没有全民健
康，就没有全面小康。要把人民健康
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以普及健
康生活、优化健康服务、完善健康保
障、建设健康环境、发展健康产业为
重点，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努力
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为实
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打下坚实健
康基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在会上讲话。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
岐山、张高丽出席会议。

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健康是促
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经济
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是民族昌盛和
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也是广大人民
群众的共同追求。我们党从成立起
就把保障人民健康同争取民族独立、
人民解放的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
加快发展，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不断完
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水平稳
步提高，公共卫生整体实力和疾病防
控能力上了一个大台阶。经过长期
努力，我们不仅显著提高了人民健康
水平，而且开辟了一条符合我国国情

的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我国广

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弘扬“敬佑生
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
的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特别
是在面对重大传染病威胁、抗击重大
自然灾害时，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
临危不惧、义无反顾、勇往直前、舍己
救人，赢得了全社会赞誉。习近平代
表党中央，向长期奋战在卫生与健康
战线的广大干部职工和医务工作者，
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习近平强调，当前，由于工业化、
城镇化、人口老龄化，由于疾病谱、生
态环境、生活方式不断变化，我国仍然
面临多重疾病威胁并存、多种健康影

响因素交织的复杂局面，我们既面对
着发达国家面临的卫生与健康问题，
也面对着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卫生与健
康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有效
解决，必然会严重影响人民健康，制约
经济发展，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习近平指出，在推进健康中国建
设的过程中，我们要坚持中国特色卫
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把握好一些重大
问题。要坚持正确的卫生与健康工
作方针，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
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将健
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要
坚持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不
断完善制度、扩展服务、提高质量，让
广大人民群众享有公平可及、系统连

续的预防、治疗、康复、健康促进等健
康服务。要坚持提高医疗卫生服务
质量和水平，让全体人民公平获得。
要坚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在
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领域政府要有所
为，在非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领域市场
要有活力。

习近平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预
防为主方针，坚持防治结合、联防联
控、群防群控，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
全生命周期的卫生与健康服务。要
重视重大疾病防控，优化防治策略，
最大程度减少人群患病。要重视少
年儿童健康，全面加强幼儿园、中小
学的卫生与健康工作，加强健康知识
宣传力度， 下转A02版▶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
李克强讲话 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出席

我省房地产去库存成效明显

7月份待售面积
增速持续回落

本报海口8月20日讯（记者孙慧
通讯员吴宗锋 实习生周心怡）记者从
省统计局获悉，今年以来我省房地产
待售面积增速持续回落，去库存成效
明显。截至7月份，全省待售面积为
1334.95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1.6%，
增幅比上年同期及今年一季度、二季
度分别回落19.7、18.2、1.1个百分点。

销售方面，前7个月全省累计房
屋销售面积为867.6万平方米，增长
61.6%；累计销售额为867.38亿元，增
长59.8%，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

房屋销售中，住宅销售面积为
826.21万平方米，占房屋销售面积总
额的95.3%，增长64.6%，增幅同比上
升64.3个百分点，是带动全省房屋销
售加快增长的主要动力。

房地产投资上，前7个月，全省房
地产开发完成投资958.89亿元，增长
6.7%，增幅同比回落17.8个百分点。

受强降雨影响用户
近八成恢复供电
海南电网派出600多人支援
重灾区抢险复电

本报海口8月20日讯（记者罗霞 通讯员朱玉）
受第8号台风“电母”带来的极端暴雨天气影响，海
南电网部分电力设施受损，其中，35千伏及以上变
电站受损3座、线路受损16条，10千伏线路跳闸
1037条，受损台区10361个，64万余用户的用电受
到影响。经过抢修，截至今天17时，受影响用户中
近八成恢复供电。

18日起，海南电网公司根据天气和洪水消退情
况，立即组织抢修复电。针对临高、儋州、昌江等重
灾区，19日晚海南电网公司连夜排查受损情况，统
筹安排600多人跨市县支援儋州、临高、昌江。截至
8月20日17时，35千伏及以上受损变电站、35千伏
及以上受损线路均已全部恢复运行；10千伏线路已
恢复678条，配变台区恢复6690个，50.25万户恢复
送电，恢复率78.36%，还有13.89万户未送电。

我省受水灾阻断公路大幅度减少

高速公路和国道畅通
昌江石王线和保亭陵大线恢复通行

本报海口8月20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陈
长吉 莫杨）记者从省公路管理局获悉，随着天气好转
水位下降，以及公路部门的通力抢修，我省公路因水
灾导致阻断的线路逐步减少。截至8月20日20时，
全省高速公路全线车辆可通行，无阻断；所有国道可
通行，无阻断；省道和省养县道仅剩临高、儋州、海口、
东方4市县的8条线路10处受漫水或水毁阻断。

值得一提的是，经昌江公路分局通力抢修，备
受社会关注被洪水冲断的昌江石王线（石碌至王下）
和乌新线（乌烈至新港）分别于今天14点和18点恢
复通行。目前昌江境内因水灾阻断的公路已全部恢
复通行。

另外，经过保亭公路分局全力抢修，保亭境内因
水毁阻断的国道陵大线（陵水至大本）K54+800（什
冲桥便道）、K56+379（大本沟桥便道）于今天18点
恢复通行。目前保亭境内受水灾阻断的公路已全部
恢复通行。

本报海口8月20日讯（记者孙
慧 通讯员吴煜禾 实习生周心怡）
据省“三防”办今天初步统计，截至8
月20日11时，台风“电母”造成我省
19个市县（含农垦及其他）176个乡
镇140.6万人受灾，12.11万人转移，
因灾死亡2人，失踪2人，直接经济
损失已达27.3亿元。因灾害影响还
在持续，灾情损失情况还在继续统
计核实中。

受台风“电母”影响，8月14日
至19日，全省普遍降大雨到暴雨，
局部特大暴雨。面对强降雨，全省
上下齐心抗击灾害，尽可能把损失
降到最低。8月12日，省“三防”办
接到国家防办关于做好防范强降雨
的通知，立即提前进行防御部署。
省气象局、省水文局滚动预测预报
风水雨情，并与国土部门联合发布
预防地质灾害气象险情预警。8月

17日，省委书记罗保铭就应对强降
雨、做好水库防汛等工作做出重要
批示，省长刘赐贵先后三次召开专
门会议，部署防汛防风工作。

18日至19日，省政府成立5个
抢险救灾督导组，分赴受灾较为严重
的儋州、临高、东方、昌江、白沙指导
抢险救灾工作。省交通、民政、卫计、
海洋、工信、电网等部门共派出33个
工作组，奔赴一线检查督导防汛防风

抢险救灾工作。抢险救灾过程中，海
南军、警、地联动，充分发挥军警抗洪
抢险救灾主力军、突击队作用。各市
县党委、政府负责人均在一线坐镇指
挥，乡镇干部与军警部队战士冲在前
线抗灾，救灾过程中涌现出许多感人
事迹和英勇救灾人物。

目前全省救灾工作依旧正在紧
张进行中。
(更多抗击强降雨报道见A03—A06版)

“电母”带来强降雨“掠走”海南27.3亿元
176个乡镇140.6万人受灾 2人死亡2人失踪

本报海口8月20日讯（记者彭
青林）电力保障是恢复灾后正常生
产生活秩序的基础。昨天省政府灾
后建设专题会议对加快受损电力设
施的抢修进行了重点部署。今天下
午，省长刘赐贵到海南电网公司调
研，了解相关工作进展情况，研究指
导灾后供电抢修和复电工作。

据海南电网公司介绍，此次台
风“电母”使我省电力设施受损严
重，导致全省 60多万用户受灾停
电。经全力抢修，截至中午12点，

仍有约20多万用户尚未恢复供电，
其中包括部分通信基站、工矿企业
等。海南电网公司先后抽调600多
人跨市县支援受灾严重地区，全省
投入抢修人员累计2717人，抢修车
辆562辆。

下午3时，海口第三批电力抢
修队60人在海南电网公司广场前
集结，即将开赴临高支援灾后电力
抢修。刘赐贵来到队伍中间，和大
家亲切握手，给大家鼓劲加油。随
后，他来到电网电力调度控制中心，

了解全省实时电力调度和电力设施
度汛情况。在应急指挥中心，他与
受灾最严重的儋州、临高、东方、昌
江、白沙、乐东等6市县供电部门视
频通话，勉励大家不畏艰难，奋勇拼
搏，加快抢修。

调研中，刘赐贵代表省委、省政
府和省委书记罗保铭，向奋战在一线
的全体抢修人员表示感谢和慰问。
他说，复电是恢复通信、供水和正常
生产生活秩序的基础，电网公司任务
艰巨，责任重大。在防御台风“电母”

和灾后重建中，海南电网公司贯彻省
委、省政府的部署认识到位、态度坚
决、举措得力，要给予充分肯定。

刘赐贵指出，加快抢修复电进
度的关键是建立责任制度，切实构
建领导班子、指挥系统、抢修人员的
责任体系，把各项工作抓细抓实。
加强下一步抢修工作，要明确抢修
目标任务，层层分解细化到人，打破
常规作业方式，加快推进作业，特别
是要进一步挖掘潜力，统筹力量，科
学调度， 下转A03版▶

刘赐贵在海南电网公司调研时要求

集中力量抢修电力设施
尽快恢复灾区全面供电

■ 本报评论员

危难见担当，救急显精神。突
如其来的一场暴风雨，让海南部分
市县陷入了洪水围城的困境。在
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省
上下团结协作、沉着应对、实干担
当，尽可能把损失降到了最低。狂
风暴雨之中，我们见证了广大干部
群众的担当、实干和奉献，见证了
抢险人员的勇气、热血和牺牲；抢
险救难之际，我们见证了海南人民

不屈的斗志，也见证了实干担当、
拼搏奉献、以人为本、敢打必胜的
海南精神。

抢险救急，凸显担当精神。在
暴雨突至、灾情发生伊始，省委书记
罗保铭紧急作出批示，要确保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长刘赐贵多
次召开会议，部署防风防汛工作。
洪灾当前，人民子弟兵冒险冲进一
线；消防、医院、民政、交通等各部门
协同作战；社会组织、个人等社会力
量纷纷支援。挨家挨户搜寻留守老

人、搭起人梯转移被困群众、马不停
蹄运送救灾物资、风雨夜里的生死
大转移……一切行动目的只有一
个，就是第一时间救出受灾民众、避
免伤亡。在洪水肆虐的危难之中，
全省上下以实干担当的精神，迅速
有效地开展了抢险救灾，谱写了一
曲曲感人肺腑的救灾赞歌。

迎难而上，凸显牺牲精神。在抢
险救灾中，人民子弟兵个个奋勇争先，
冲锋在前，欧阳文健倒下了，但更多的

“欧阳文健”迎难而上；下转A03版▶

灾难中挺立起“海南精神”

8月20日下午6时，临高县城内的文澜江基本恢复正常水位，城区积水消退，道路恢复通行，当地干群
已投入到灾后重建工作中。 本报记者 王凯 摄临高城区水消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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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市副中心
将是啥模样？

设计方案全球征集年底亮相

谌龙击败李宗伟
夺羽球男单金牌
林丹不敌阿萨尔森无缘奖牌

夺得U14组冠军

琼中女足卫冕
“哥德杯”

据新华社电（记者赵洪南）2016
年国际青少年足球赛事“哥德杯”19
日晚闭幕，来自全球近30个国家和地
区的260支参赛球队在6天的赛程中
共角逐出14个年龄组别的冠军。

“哥德杯”1975年创办于瑞典哥
德堡，至今已举办41届，今年是“哥德
杯”第一次走出哥德堡，来到中国，落
户沈阳。本届“哥德杯”上，来自全球
各国（地区）的青少年精英球队被分成
16个组别，进行了近700场的较量。

最终，来自中国海南的琼中女足
捧获U14女子组别的冠军，这是该球
队第二次斩获“哥德杯”奖牌；来自南
非的马美罗迪日落俱乐部夺得U17
男子组别的冠军；来自西班牙的
CSKH球队赢得U18男子组别冠军。

值得一提的是，和其他足球赛事
不同，本届“哥德杯”为了使更多的孩
子参与到足球这项运动中来，还在小
组赛被淘汰的队伍中又决出11个年
龄组的B类冠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