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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6年度海南省优秀精神产
品奖（海南省“五个一工程”）评选工作和中
宣部第十四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
申报参评工作现已正式展开。为确保评选
工作顺利进行，现将有关内容和要求公告
如下：

一、申报作品范围
凡2014年 5月 1日至 2016年 12月

31日之间首次播映、上演、出版的戏剧、电
影（包括动画电影）、电视剧（包括电视动画
片、电视纪录片）、广播剧、歌曲、图书（包括
文学类图书、通俗理论读物和少儿读物）均
可申报参评。

二、申报时间
2017年2月15日至3月25日为申报

期。逾期未申报的作品，不予参评。
三、申报作品数量
参评单位申报的戏剧、电影（包括动画

电影）、广播剧每项不超过3部，电视剧（包
括电视动画片、电视纪录片）不超过4部，
歌曲和图书（包括文学类图书、通俗理论读
物和少儿读物）每项不超过5首／册。

四、申报作品版权及主创人员要求
申报作品必须拥有自主版权、奖项申

报权或是第一出品方，作品的编剧、导演、
演员等主创人员要有一定数量的本省创作
人员。图书必须由本省出版单位出版。同
一主创人员申报的作品不超过2部。

敬请各单位和个人踊跃申报，详情请
登 录 网 址（http：//www.hinews.cn/
news/system/2017/02/17/030981026.
shtml）留意查询。联系电话：65390593
（评选工作办公室）。

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
2017年2月21日

公 告

■ 本报记者 符王润

我省全面开展禁毒三年大会战
期间，除了公安部门、司法机关的努
力外，还离不开卫生计生部门的支
持。2016年11月以来，省卫计委配
合省公安厅、省司法厅，积极开展针
对吸毒患者的医疗救治工作，做到对
病残吸毒人员应收尽收、满员收戒，
帮助更多吸毒患者恢复正常生活。

在综合医院设监管病区
让在押人员得到及时救助

2016年11月10日，省卫计委与
省公安厅、省司法厅联合印发《关于
支持公安监管、司法行政强制隔离戒
毒等场所医疗卫生工作方案的通
知》，成立医疗卫生支持公安监管、司
法行政强制隔离戒毒工作领导小组，

明确了实施时限、实施内容和责任分
工。如今，我省已建立起了医疗卫生
支持公安监管、司法行政强制隔离戒
毒所等场所的长效工作机制。

针对各地的公安监管、司法行
政强制隔离戒毒所，省卫计委将这
些机构的医务人员培训纳入全省医
务人员培训计划，各协作医疗机构
定期到公安、司法行政强制隔离戒
毒场所指导诊疗工作和对其医护人
员开展业务培训，提高公安、司法行
政强制隔离戒毒所医疗技术及诊疗
水平；各协作医院还与公安监管、司
法行政强制隔离戒毒所建立沟通协
作机制，在收戒大行动期间，派出医
护人员每周至少一次到公安监管、
司法行政强制隔离戒毒所对在押病
残人员进行巡诊。

省卫计委主任、党组副书记韩
英伟介绍，全省共协商指定34家医

疗机构对口医疗支持全省各公安监
管、司法行政强制隔离戒毒场所大
会战期间的医疗卫生支持保障工
作，并建立长效机制，做到了医疗保
障全覆盖。

替代治疗门诊开进社区
保障吸毒患者正常的生活

2月19日下午4时许，澄迈县金
江镇居民小陈，骑着摩托车来到位于
澄迈县金江镇沿江中路江南社区的
药物治疗维持门诊。停下摩托车，走
进门诊部，经医护人员登记，小陈接
过一小杯药液喝下，不到1分钟便完
成了治疗。小陈有三年多吸毒史，现
在，经过在这个门诊进行药物替代治
疗，他的健康状况开始转好，也可以
正常工作了。

在全省，这样的药物治疗维持门

诊还有很多。韩英伟介绍，在配合禁
毒工作中，省卫计委根据国家要求，
在各市县居民社区开办了59个药物
治疗维持门诊和延伸点，这些门诊和
延伸点的主要功能，就是为吸毒患者
提供替代疗法，并为他们提供健康教
育和心理疏导等医疗卫生帮扶。吸
毒患者在这里每天只需服一次药，支
付10元的治疗费即可。

成立联合工作组督导检查
加强监所医疗卫生专业化建设

为扎实推进医疗支持保障工作，
2016年11月，省卫计委医政处与省
公安厅监管总队组成两个联合工作
组，分别对全省各市县、各监所医疗
卫生专业化建设工作进行督导检查。

通过督导检查，基本实现了公安、
司法行政戒毒场所医疗保障全覆盖，

承担起公安监管场所的日常医疗卫生
和司法行政强制隔离戒毒场所传染性
疾病的预防控制及定期巡诊工作。
驻公安监所、司法行政戒毒场所医疗
机构证照齐全，医务人员24小时值
守，相关诊疗工作均已正常开展。

为加强相关保障工作，按照严收
工程指挥部会议要求，省卫计委还积
极配合省公安厅监管总队完善公安
监所医疗卫生服务人员管理制度，明
确和细化场所、协作医院、民警、医护
人员的职责以及医护人员进出场所、
在场所内坐诊治疗期间等安全管理
措施，规范监所内医疗服务工作。

韩英伟表示，未来，省卫计委将
继续积极配合公安、司法工作，完善
相关制度，规范医疗行为，建立长效
机制，严格执行工作制度，提高医疗
服务质量。

（本报海口2月20日讯）

服务读者需求
改善读者体验

欢迎扫描关注
海报读者俱乐部

捡到1.2万元现金归还失主

17岁学生黄天鸿
好样的！

本报海口2月20日讯（记者良
子 通讯员张秀辉）今天12时30分许，
海南省银行学校17岁学生黄天鸿在学
校捡到一个钱包，考虑到失主一定很
着急，黄天鸿来到海口市公安局刑警
值班室，希望公安机关帮他找到失主。

值班民警周振兴立刻通过钱包中
的身份证联系到了失主邹某，并让他
前来公安机关认领失物。经当场核
实，失主邹某系银行学校采购员，当天
凌晨将钱包遗失，钱包内有现金12000
多元，还有身份证、驾驶证、银行卡
等。核实之后，拾金不昧的黄天鸿在
值班民警面前将钱包归还失主。

值班民警对黄天鸿同学进行了表
扬，失主非常感谢黄天鸿，称一定会向
学校递交感谢信，希望学校对该同学
进行表扬，失主也将通过学校向该同
学提供奖金，弘扬这种拾金不昧精神。

本报海口2月20日讯（记者叶
媛媛 实习生严侦尹）今天上午，由省
文明办、省禁毒办、省教育厅等多部
门联合主办的未成年人道德讲坛，在
海南华侨中学初中部举行。演讲家、
省未成年人道德讲坛讲师王海童通
过一个个生动案例，向大家展示了毒
品的危害，警示大家远离毒品。本次
讲坛为今年首场，以“远离毒品·健康
成长”为主题，共吸引师生及家长

3000余人到场听讲。
活动现场，主讲人向大家介绍了

大麻、冰毒、K粉等毒品的区别，并通
过图片展示了近年来一些新型合成

毒品的样貌。现场还通过生动事例，
让在座师生和家长感受毒品带来的
危害，以此警醒大家珍爱生命，远离
毒品。除了禁毒教育，本次讲坛还围

绕健康成长主题，设置了“感恩父母”
环节，让现场学生受益匪浅。

省未成年人道德讲坛秘书长刘
威说，省未成年人道德讲坛自2012

年开办至今，已陆续走进全省1300
多所中小学，受众达350余万人。该
讲坛计划今年以“我的中国梦”“在感
恩中成长”等为主题，在海口开讲39
场，市县开讲超300场。

本次活动旨在贯彻省委、省政府
关于开展“禁毒三年大会战”的工作
部署，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提高全省未成年人识毒、防毒、
拒毒和抵御毒品侵袭的能力。

省卫计委积极开展吸毒患者医疗救治工作

为禁毒大会战构筑坚强医疗后盾

禁毒，我们在行动

以“远离毒品·健康成长”为主题

未成年人道德讲坛吸引3000多名听众

与海口海秀快速路连通的海口市长滨路升级改造工程近日实现功能性通车。目前，长滨
路两侧的景观绿化正在施工完善中，预计年内完工。长滨路的贯通，实现了从海口市政府到市
区“一脚油门踩到底”愿景。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海口长滨路实现功能性通车
三亚歌舞剧院
椰城慰问演出

本报海口2月20日讯（记者郭
萃）今天晚上，“辛苦我一个，欢乐千万
家”——三亚市歌舞剧院春节慰问海
口专场文艺晚会，在海南国际会展中
心举行，海口公安干警、环卫工人、市
民群众等千余人观看了演出。

晚8时，在热情奔放的歌舞《盛
世华章》中，晚会拉开序幕。随后，中
国武警文工团青年歌手王相周献上
了《有你才美》《阳光路上》，央视“星
光大道”2015年度总决赛亚军阿吉
太组合带来了《自然交响曲》《叙事
曲》，第二季“笑傲江湖”全国总冠军
白鸽、刘亮组合演出了小品《幸福小
夫妻》，晚会在著名歌手费玉清演唱
的《南屏晚钟》《凤凰于飞》《一剪梅》
中被推向高潮。

三亚市歌舞剧院负责人介绍，此
次晚会主要是慰问春节期间坚守在一
线的环卫工人、铁道工作人员、交警等
为海口这个城市默默付出的人们。

据了解，三亚市歌舞剧院前身为
三亚市艺术团，2008年成立以来，创
作了黎族舞剧《万泉河水》、根据鹦哥
岭青年团队事迹改编的青春纪实剧
《执着》等一批海南本土题材优秀剧
目。从2009年起，该院连续9年受邀
参加央视春晚、元宵晚会及星光大道
的伴舞，并代表三亚参加了多项国内
外演艺活动，在艺术创作、文艺展演等
方面取得了不俗成绩。

此次晚会由省委宣传部、海南广
播电视总台、海口市委和市政府主办，
三亚市歌舞剧院、澄迈县歌舞团、陵水
黎族自治县歌舞剧院承办。

现行命案和持枪犯罪案件连续两年全破

海南打击刑事犯罪
全国排名“两连冠”

本报讯（记者良子 特约记者宋洪涛 通讯
员陈炜森）记者从省公安厅日前召开的全省公
安机关刑侦工作会议上获悉，2016年全省公安
机关严厉打击各类刑事犯罪活动成效显著，现
行命案和持枪犯罪案件连续两年全破，实现全
国排名“两连冠”。

与此同时，我省现行命案发案持续下降，
再创历史新低。其中，刑事案件高发势头得
到有效遏制，全省8类主要刑事案件立案持
续下降，劫持案件零发案，打击治理电信网络
新型违法犯罪初显成效，扎实开展重点项目
护航行动和产业扶贫护航行动，积极投入禁
毒三年大会战，深化打黑除恶专项斗争，打击
效能明显提升。

■ 本报记者 金昌波 通讯员 卢巨波

我省检察机关牢固树立“监督就
是支持”理念，畅通人大代表监督渠
道，及时梳理代表意见建议，认真自
查整改，及时回应代表与社会关切。

检察长带队走访
听取代表意见建议

我省各级检察院检察长带头带
队走访人大代表，向代表们汇报检察
工作开展情况，认真听取代表对加强
和改进检察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省检察院一分院检察长邱隽带
队走访省人大代表、省人民医院院长
李灼日，呈送相关资料，介绍检察工
作开展情况，听取李灼日代表对加强
和改进检察工作的意见建议。儋州
市检察院检察长陈旭带队走访张耕、
朱洪武、王克强等10名代表，澄迈县
检察院检察长唐论走访代表，让代表
们更加直观了解检察工作亮点重点。

采取多种形式
开展参观调研和庭审观摩

三亚、澄迈检察院结合当地检察

工作特点，邀请省人大代表和人民监
督员等参观办案工作区、控告申诉接
访大厅、控告申诉远程视频接访室及
案件管理中心，召开座谈会，主动通
报司法体制改革、生态检察、服务非
公经济等亮点。

在“人大代表联络月”活动中，各
级院举办“检察开放日”活动28次，
邀请代表及社会各界人士“零距离”
体验，让代表们全方位、深层次了解
检察机关内设机构的主要职能及工
作成效。

“人大代表联络月”活动中，各级
院开展庭审观摩12次，邀请代表现
场听庭评议。代表们通过亲身感受
庭审现场氛围，对检察机关打击各种
犯罪的法律监督职能有了深刻认识。

畅通监督渠道
抓好代表意见建议整改

在开展代表联系工作中，各级检
察院虚心听取意见，诚恳接受监督。
对收集到的代表意见建议认真分析
研究，分类列入督办督查范围。

一年来，全省各级检察院共向人
大及其常委会报告工作71次，省检
察院向省人大常委会专题报告了侦
查监督工作情况。开展“省人大代表
联络月”活动，走访省人大代表231
人次，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视察
检察工作257人次，对代表、委员提
出的51条意见建议逐一督办落实。

（本报海口2月20日讯）

关注海南检察工作亮点

华文媒体海南行走进儋州

本报那大2月20日电（记者邓海宁）由中
国新闻社、海南省委宣传部和省国际文化交流
中心共同主办的“2017行走中国·世界华文媒
体海南行活动”今天走进儋州市，来自10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50余家华文媒体的媒体人前往
东坡书院、龙门激浪等地参观采访。

当天上午，华文媒体一行先来到东坡书院，
载酒堂、东坡祠、陈列馆、东坡私塾等古色古香
的建筑，吸引了众多媒体人驻足观看。随后，一
行人又前往位于峨蔓镇海滨的龙门山，欣赏龙
门激浪美景。

据了解，在接下来的活动中，海外华文媒体
还将走进三亚、琼海、文昌等市县，感受海南良
好的生态环境，领略海南国际旅游岛的独特魅
力，通过手中的笔和镜头，向海外华人华侨宣传
海南的特色文化和特色旅游。

海口废止多项旧收费标准

本报海口2月20日讯（记者郭萃）记者今
天从海口市发改委获悉，海口市废除管道经营
服务型收费标准等多项旧收费标准，目前除已
经新调整执行的新收费标准外，部分收费标准
正在积极测算制定中，并将尽快落实。

2月18日，海口市发改委印发包括《废止
管道燃气经营服务性收费标准和材料备案价
格文件的通知》在内的多项废止此前收费标
准的通知，涉及管道经营服务型收费标准、供
水服务项目收费标准等。对此，海口市物价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废止的燃气及供水
方面收费标准均属旧收费标准自然废止，新
收费标准已在执行中，不会对涉及到的价格
市场造成影响。

海口市此前沿用的《新建住宅小区电力抄
表收费到户、供配电设施维护费用标准的通知》
也被废止。目前，海口市物价部门正在测算新
的收费价格体系并将尽快完成落实。

本报海口2月20日讯（记者王
培琳 通讯员李玉娇）记者今天从省
人力资源市场获悉，“金鸡报晓·英
才聚”特大型新春人才交流高峰会，
将于2月22日、24日、25日在省人

力资源市场举办，三场招聘会参会
企业达1000余家，提供各种岗位超
过1万个。

据介绍，2月22日的报名企业达
500家。25日，我省今年首届互联网

企业招聘会和新春人才招聘会同时
举办，共有500家企业参会，其中200
家知名互联网企业集体揽才。

据了解，22日、24日的招聘会参
会企业涵盖制造业、旅游酒店、房地

产建筑、机械化工、金融科技、IT商
务、贸易教育、医药汽车、通讯食品等
30多个行业，12个重点行业的知名
企业有近100家，五星级酒店有20
余家，房地产企业20余家。

我省本周举办特大型招聘会
参会企业达千家 提供岗位逾万个

主动接受人大监督

海南检察认真督办落实代表意见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