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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毒，我们在行动

本报海口11月21日讯（记者
良子 通讯员 陈玉明 张天坤）记者
今天从海口警方了解到，全省禁毒三
年大会战打响以来，海口警方坚持防
范打击与警示教育紧密结合，“零容
忍”整治涉毒娱乐场所，近日对两家
涉毒酒吧采取“一次性死亡”处罚，彻
底消除个别娱乐场所的侥幸心理，切
实提高了娱乐场所从业人员的防毒、
禁毒意识，多家娱乐场所主动举报涉
毒线索，配合公安机关及时查处了一
批涉毒案件。

11月18日，海口市公安局龙华
分局依法对海口复兴城“凯丝”、国

贸“缪斯”两家涉毒酒吧采取“一次
性死亡”处罚，其他参战单位也组织
警力对辖区娱乐场所开展集中清查
行动。警方在不断加大对涉毒娱乐
场所打击力度的同时，着力加强对
从业人员的法制宣传和警示教育工
作，增强从业人员识毒防毒拒毒的
意识和能力，不少娱乐场所积极主
动向警方反映线索情报，配合公安
机关的查处工作，协助警方及时查
获了一批涉毒违法犯罪嫌疑人，破
获了一批涉毒案件，有力净化了辖
区娱乐场所的治安环境。

龙华警方根据海秀路某酒吧提

供的信息，成功抓获陈某等5名吸
毒人员；根据龙昆北路某酒吧提供
的线索，将张某敏等3名吸毒人员
抓获；根据椰海大道某KTV的举
报，成功抓获15名聚众吸毒人员。

秀英警方根据秀英大道某
KTV提供的线索，在该KTV内查获
5名吸毒人员。

警方介绍，根据相关规定，被公
安机关发现依法查处的涉毒娱乐场
所，一律责令停业整顿且处顶格罚
款。对涉毒问题严重的场所，文体、
工商部门要依法吊销证照，自被吊
销或者撤销之日起，其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5年内不得担任娱乐场所的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对容留他人吸食毒品、纵容、参
与贩毒活动的娱乐服务场所业主、法
人、从业人员，一律追究刑事责任。
对初次查获吸食合成毒品的违法人
员，符合治安拘留条件的一律拘留
15日，对复吸的实施强制隔离戒毒。

海口警方表示，下一步将充分
完善和发挥公安、文体、工商等部门
对娱乐场所共管机制的作用，对全
市娱乐场所实现100%巡查覆盖，对
涉毒娱乐场所“零容忍”，继续保持
严打高压态势。

本报金江11月21日电（记者良
子 通讯员 谢儒记 陈龙）按照省委、
省政府禁毒三年大会战工作部署及省
公安厅禁毒三年大会战第一阶段在册
病残吸毒人员得到全部收治的工作目
标，近日，澄迈县正式启动病残吸毒人
员收治工作。当天上午，澄迈县举行
了公安监管区门诊部揭牌仪式。

据了解，澄迈县委、县政府历年
来高度重视病残吸毒人员收治工
作，2015年全县开展毒品问题三年

综合整治工作以来，县委、县政府批
准建设澄迈县公安监管区门诊部，
先后投入 500余万元进行办公场
所、特殊监仓改造和医疗设备采购。

澄迈县公安监管区门诊部主要
功能是承担病残吸毒人员收治、新
收押进监所违法犯罪嫌疑人体检、
监所在押人员的基本医疗和预防保
健工作。门诊部拥有5个特殊监仓
56个床位。医护人员由县委、县政
府指定卫生部门通过派驻和向社会

招聘配齐门诊医护人员。
目前，监管区门诊部内设机构

齐全，设置了临床、护理、医技（包括
放射、B超、心电图）、药房、检验等
岗位，配置了DR、心电图机、全自动
生化分析仪、五分类血液细胞分析
仪、尿液分析仪、全数字彩色多普勒
超声诊断仪、离心机和洗胃机等设
备，并配备了救护车。同时，根据岗
位需求配备了4名临床医生、1名医
技人员、1名检验医师、1名药剂医

生、5名护士和1名救护车司机，基
本上满足收治病残吸毒人员需求。
目前，门诊部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

监管区门诊部投入使用后将为
在押人员提供基本医疗服务，增强
治疗效果，维护公安监管场所安全，
保证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同时，
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收治病残吸
毒人员的难题，切实减少毒品问题
诱发的社会危害，最大限度地净化
社会治安环境。

收治病残吸毒人员，设5个特殊监仓56个床位

澄迈投资500万建公安监管区门诊部

11月21日，“长征五号”火箭工程研究院的专家们来到海南省军区幼儿园，与小朋友们面对面讲解航天知识。
当天，航天专家通过播放火箭现场发射视频，图文并茂地讲解了火箭构造原理，为小朋友们全方位呈现“长征五号”火

箭的魅力形象，丰富了学生们的航天知识。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火箭专家点燃娃娃“航天梦”

本报讯（记者尤梦瑜 实习生林敏）日前，由
海南省医疗救助基金会、南海网以及海南凤凰新
华出版发行有限责任公司共同主办的《老中医霍
列五60年单验方秘传》新书首发式暨“传起来”
单方书慈善救助项目启动仪式在海口举行。

仪式上，霍氏第二代传人、本书整理人之一
霍毅介绍，该书历时30多年整理，精选450则单
验方（即由一味中草药就可构成的药方）。据悉，
这是海南中医界第一本老中医个人单验方集。

活动现场，不少个人及企业支持“传起来”
单方书慈善救助项目，购买若干该图书并交由
主办方代为捐赠给贫困地区的乡村医生、老师
及贫困家庭病患。据介绍，该慈善项目目前已
收到来自社会各界认捐图书两千余册。

霍列五，海南海口人，曾为广东省人大代
表，行医60余年，收集大量单验方。他于上世
纪40年代起在海口开诊所，1953年作为特聘
专家加入海南人民医行（海南中医院前身）。霍
列五一生乐善好施，在海南民间享有较高声誉。

《老中医霍列五60年
单验方秘传》首发
向贫困地区开展慈善捐赠

本报海口11月21日讯（记者杨
艺华 通讯员张思春 张媛）12只南非
长颈鹿漂洋过海、长途跋涉，并经过
45天隔离期后，在海南热带野生动植
物园正式安家落户（见下图，杨艺华
摄）。

今年以来，海南检验检疫局已完
成引进境外动物检验检疫85批，包括
种猪、种龟、种虾、长颈鹿等多个品种，
同比总批次增长8.6%、总数量增长
28.1%，其中大中型动物进口量增长
尤为明显。

据了解，18只引进境外长颈鹿于
10月2日抵达海口，其中2头在运输
途中死亡，另有4头在隔离期间因环
境变化等非传染病原因死亡。按照
我国出入境检验检疫相关规定，对大
型引进境外动物需要进行封闭隔离
45天，采取严格的隔离检疫措施。期
间，检验检疫部门开展了观察、采血
等系列工作，进行裂谷热、蓝舌病等
多种传染疾病的检测。

据了解，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
还将继续引进大角羚、大象等野生
动物，进一步丰富海南观赏野生动
物种类。

12只南非长颈鹿
“安家”海南

■ 本报记者 叶媛媛

“过去山柚油榨油最远也就卖到
镇里，一年挣不了几个钱。没想到，
今年我注册了商标品牌，改进了产品
包装，一推出就卖掉了1500多瓶，真
的太感谢这些老师了。”提起自己这
段创业经历，27岁的海口青年创业者
王秀娃笑着说道。在共青团海口市
委创业导师团队的帮助下，王秀娃原
来只有两三人的家庭小作坊，如今变
成了拥有20多人的小公司，营销额
也在逐月增长。

为了让“秀娃”们能够在创业路
上走得更远更好，近年来，共青团海
口市委在海口市委、市政府和团省
委的指导下，紧密结合青年需求，主
动整合各方资源，扎实推进青年创
业服务体系建设，让青年们的创业
梦想得以绽放。

强化技能
提高青年创业竞争力

尽管工作很忙，但每个周六早上，
谢虬鑫都会早早地赶到位于三叶东路
的青年电商创客空间参加免费电商培
训，这是由共青团海口市委成立的一
个青年创业服务组织。在谢虬鑫看
来，这样的培训可遇而不可求。

“90后”谢虬鑫2011年就开始到
海口创业，几年打拼下来，他已经成为
业内小有名气的海南粉生产厂商。就
在前两个月，他的团队还研制出了一
款类似方便面的“即食海南粉”，获得
市场的好评。

有收获，也会遇到坎坷，“事业虽
然做大了，产品也很好，但销量一直上
不去”，这个问题一直让谢虬鑫很困
扰。在创客空间导师的帮助下，谢虬

鑫决定将产品迅速上架淘宝平台。
让谢虬鑫没想到的是，这几个月，

他的小铺收入都很可观，光是11月，
销售金额就超过了14万元，相较他初
期开店时的8000元翻了好几番。

对症下药
打通创业服务“最后一公里”

得到帮助的还有海口小伙吴淑
政。

吴淑政的鹌鹑养殖项目位于海口
市琼山区旧州镇，过去，小伙子都是在
家等着商贩来收购，虽然渠道相对稳
定，但这生意却总也火不起来。“如果
再延用传统销售渠道，我们很难出
头。”想起创业当初的难题，吴淑政都
会挠头。

转机出现了。吴淑政经过朋友介
绍加入了海口市青年创业就业促进

会。在这个由共青团海口市委成立的
组织里，优秀的创业孵化团队从市场研
究、经营模式、技能培训、资源对接等方
面对他进行了指导。在这里，吴淑政第
一次系统地学习“渠道”和“市场”。

不仅如此，吴淑政还在大家的鼓
励下，第一次开始接触起电商。通过
线上、线下多种销售渠道的带动，吴淑
政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原来的家庭
作坊，也发展成了现在存栏量超过5
万只的中等规模养殖。吴淑政乐呵呵
地说，“我的养殖场年产值已经达到
300万元咯”。

精准嫁接
呵护初创企业成长

11月 21日下午，秀英区福隆广
场“岛尚果”水果店内，各色时令水果
色彩缤纷、码放整齐，不时有市民前来

挑选采购。而在位于椰海大道的“岛尚
果”分拣中心，一箱箱本地热带水果即
将通过航空发往上海、山东等地。

“岛尚果”市场经理吴妹向记者介
绍，得益于共青团海口市委的牵线搭
桥，他们获得了多次项目展销、资源对
接和辅导培训的机会，并且在争取小
额贷款、入驻孵化基地等方面获得了
扶持。短短一年时间，“岛尚果”仅在
电商平台上的销售额就达500万元。

海口市青年创业就业促进会秘书
长吴坤仲告诉记者，对创业者单单有
基本技能培训和政策资金帮扶远远不
够，“更重要的是，有人能够随时随地
为他们提供精准辅导和贴心服务，做
到望闻问切、对症下药。”

“也希望全社会都能关注、关心和
支持青年创业，让草根青年的打拼之路
不再孤单。”共青团海口市委青工部部长
吴菲菲说。 （本报海口11月21日讯）

共青团海口市委构筑精准创业服务体系，提供精准辅导和贴心服务

创客“导师”为草根青年奉上“好声音”

警方对涉毒场所一律责令停业整顿且顶格罚款

海口多家娱乐场所主动举报涉毒线索

本报海口11月21日讯（记者陈蔚林 实
习生陈卓斌）日前，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陈甬军受中国人民大学海南校友会
邀请，来琼作关于“一带一路”倡议与海南发展
的专题讲座。

讲座中，陈甬军为听众解析了“一带一路”
倡议出台的背景和主要内容，并通过理论模型
讲解了“一带一路”作为一个国际合作项目的经
济本质和赢利机制，又通过典型项目案例让听
众认识到中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对于自身
开拓国际市场和技术进步的意义。

陈甬军还指出，从改革开放前期的建省，到
成为特区后对自由港的探索，再到新世纪的国
际旅游岛战略，一直到现在的“21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的战略支点和东盟合作高地，海南已经
迎来了历史上发展的最好时机。现在海南取得
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是如何抓住机遇，在“一带一
路”倡议中赢得更大发展，这需要海南在改革与
开放两侧共同推进，努力建设成为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特别示范区”。

经济学专家畅谈“一带一路”倡议与
海南发展

海南迎来发展最好时机

“京医百名老专家
智力支持海南”将启动
首批50余名老专家将帮扶市县医疗

本报海口11月21日讯（记者马珂）为落
实国家卫生计生委和海南省人民政府《建设国
际旅游岛医疗卫生事业合作协议》，省卫计委与
国家卫生计生委离退局初步制定了《海南省“京
医老专家百人团”智力帮扶海南项目实施方
案》。近日，国家卫生计生委离退局赴我省实地
考察调研，将组织第一批五十余名老专家到海
南部分市县帮扶，提升当地医疗水平。

◀上接A01版
我们要坚定不移打造改革创新格局，推进经济
结构改革，为亚太引领世界经济创造动力。

习近平强调，中国加入亚太经合组织25年
来，坚持把亚太作为开放的优先方向。随着
2020年茂物目标期限临近，我们应该加紧规划
更加长远的合作愿景。中国愿同各方一道，以
发展为主题，扩大开放，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
互联互通，共同绘制亚太合作的宏伟画卷。

当天下午，会议继续进行。习近平就促进
可持续发展发表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落
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元年。亚太经合
组织应该采取行动，共同推进可持续发展。我
们要促进包容发展，使人民共享发展成果。要
推动绿色发展，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要加快
互联互通建设，促进联动发展。中国已经率先
发布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
我们将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
理念，全面推进议程落实工作，继续为全球和亚
太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各经济体领导人表示，亚太是全球经济增
长的重要引擎。当前形势下，要构建亚太开放
型经济，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深入推进亚太自由
贸易区进程，持续推进全方位互联互通，为亚太
和全球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各成员经济体应
该继续发挥好亚太经合组织作用，落实好往年
会议成果，规划好未来亚太合作愿景，促进亚太
经济持久繁荣。

会议发表了《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四次领
导人非正式会议宣言》。

当天上午，习近平还同亚太经合组织经济
体领导人共同出席全球经济形势非正式对话
会，听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对世界
经济形势的介绍，并阐述中国对世界经济的看
法，强调中国推进改革的决心坚定不移，对改革
和发展的前景充满信心。

共创亚太发展的
美好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