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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路会见
中超联赛形象大使

本报讯 11月14日，副省长王路在海口会见
中超联赛形象大使帕维尔·内德维德一行。（鲍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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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

巡视

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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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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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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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组

省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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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组

组长
副组长

组长：林捷

副组长:王志强、

于沆、方兴甫

组长：韩太光

副组长：刘仙

组长：曹晶

副组长：马飞

组长：于建华

副组长：王威、

黄克忠、陈福

组长：张作荣

副组长：盛跃希

组长：廖光普

副组长：陈长林

被巡视
单位
海口市
及所属
秀英区
龙华区
琼山区
美兰区

陵水县

万宁市

三亚市
及所属
海棠区
吉阳区
天涯区
崖州区

东方市

乐东县

巡视时间

2017年11月13日

—2018年1月13日

2017年11月14日

—2018年1月14日

2017年11月14日

—2018年1月14日

2017年11月14日

—2018年1月14日

2017年11月14日

—2018年1月14日

2017年11月14日

—2018年1月14日

联系电话
（8:00-20：00）

0898-68722872

13518055381

0898-83316193

17330880983

0898-62222082

17384926886

0898-88891381

18184676644

0898-25525569

13379920693

0898-85521914

17784693963

邮政信箱

海口邮政专

用信箱408号（邮

编：570135）

陵 水 县

16193 信 箱（邮

编：572400）

万宁市邮政

分公司[2017]-01

号专用邮箱（邮

编：571599）

三 亚 市 10-

003号信箱（邮编：

572000）

东 方 市 108

号 信 箱（邮 编 ：

572600）

乐东县委001

号 信 箱（邮 编 ：

572500）

联系箱地址

海口市政务中心一楼左侧、海口市政府第二办公

区6号楼一楼左侧；秀英区、琼山区、美兰区的政务中

心大门口左侧；秀英区政府办公大楼一楼门口左侧；

琼山区委办公楼大门口左侧；美兰区信访局门口左

侧；龙华区政府1号楼一楼西侧楼道；龙华区工商行政

管理局大门口右侧。

陵水县党政综合办公楼D楼一楼门口；陵水县政

务中心大厅。

万宁市委大楼一楼大厅；万宁市政务中心大厅。

三亚市委办公楼一楼东侧楼梯口、市政府一办大

楼一楼东侧、市政务中心大厅；海棠区委大院围墙右

侧、区政务中心对面；海棠区龙海坡朱家酒店对面新

政府办公楼大门左侧；吉阳区政府办公楼广场左侧；

天涯区委办公楼大门南侧、区政府第一办公区信访楼

右侧；天涯区凤凰路美丽春天温泉度假酒店一楼大门

左侧；崖州区创意产业园办公区入口门岗亭、区政务

中心门口。

东方市委大院1号、3号、4号办公楼大门口；东方

市迎宾馆大门口。

乐东县委办公大楼一楼门口左侧墙上；乐东县政

务服务中心一楼门口左侧墙上(抱由镇江北新区发展

大道东路1号)。

接访室

海口市龙华区龙昆北路

8 号（海口市老干部活动中

心）

陵水县党政综合办公楼

D楼一楼D108办公室

万宁市红专中路26号市

纪委第二办公区一楼（原市社

保局一楼）

三亚市信访局接访室（三

亚市政府办公楼大门外一楼）

东方市委大院1号办公

楼群众接待室

乐东县委老干部局办公

大楼一楼大厅

七届省委第二轮巡视进驻一览表

本报海口11月14日讯（记者王玉洁 实习
生王茹仪）岛屿经济体拥有特殊的区位和资源优
势，它应沿着怎样的路径发展？为期两天的首届
岛屿经济发展国际研讨会今天起在海口举行，来
自加拿大、马耳他、新西兰、英国、美国、法国等国
家，以及中国浙江、山东、海南等地的100多名专
家学者齐聚海口，分享岛屿经济研究领域的最新
成果，共商岛屿经济体未来发展，为海南发展提供
经验。

加拿大爱德华王子岛大学教授詹姆斯·兰登
认为，岛屿经济体既脆弱又有发展弹性，我们应积
极推动岛屿经济体发展低碳经济，培育新兴产业，
推动岛屿经济体间的人文交流合作，“王子岛省和
海南省是友城关系，基于此，海南大学和爱德华王
子岛大学有着良好的校际合作关系，希望未来双
方可以在旅游管理、人文交流等方面展开进一步
合作。”

浙江大学建筑与城市发展国际研究中心助理
教授张焕认为，岛屿经济体应发展外向型经济，融
入全球市场和国际分工。“在‘一带一路’大背景
下，沿线的岛屿国家和地区要加强互联互通，共同
制定生态建设机制，建立产业联系，大力发展旅游
业，深度开发海洋资源，把‘一带一路’沿线岛屿经
济体建设成‘全球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带’。”

海南作为典型的次级岛屿经济体，引起了诸
多岛屿经济研究专家的注意。马耳他大学教授戈
佛里·巴尔达奇诺进行了题为《次级岛屿经济体所
面临的政策挑战》的主旨演讲，他认为海南要将自
身置于全球岛屿经济体网络中，既要善加利用中
央赋予的政策，也要创新制定匹配海南发展的海
关、税收、国际贸易等政策，大量吸引国际游客，打
破次级岛屿经济体的地域限制。

不少专家学者认为，海南要积极与其他岛屿
地区探索开发海上新型特色旅游项目，加强海洋
渔业、海洋生物医药、海洋物流运输、海洋现代服
务业、海洋可再生能源等领域的互利合作，构建海
上丝路岛屿经济带。

海南省外事侨务办公室主任王胜介绍，该
研讨会的成功举办是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
会促成的合作成果，意在通过搭建岛屿经济发
展国际交流合作网络，研究岛屿经济体发展经
验，孵化更多优质的学术成果，把脉岛屿型城市
产业结构的发展，引导大家带着产业结构升级
的需求，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在融入区域经济
发展中合作共赢。

本届研讨会由省外事侨务办公室、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岛屿研究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加拿大
爱德华王子岛大学和马耳他大学共同主办。

首届岛屿经济发展国际研讨会在海口
举行，国内外专家共商岛屿经济体发展

推动海南与“一带一路”
沿线岛屿经济体合作

欢乐节期间我省推出
六条主题旅游路线

本报海口11月14日讯（记者
赵优）2017年（第十八届）海南国际
旅游岛欢乐节即将启幕，在11月
18日-12月30日的全域旅游欢乐
主题月期间，为充分体现欢乐节的
全民参与度，活动组委会联合各市
县和省内各大旅行社设计推出六
条主题旅游路线，11个旅行社优惠
活动。

据了解，六条主题旅游路线
分别为海南精品景区游、海南欢
乐购物游、海南欢乐美食游、海南
欢乐乡村游、环岛高铁游、高尔夫
温泉养生游。

海南精品景区游包括康泰国
旅推出的“海口-陵水-三亚-海
口”海南疯玩不停歇4天 3晚游、
海南全誉旅行社推出的“海口-兴
隆-三亚-海口”老少皆宜经济线
路 3 天 2 晚游、“海口-兴隆-保
亭-三亚-海口”闲看云开静待日
落4天3晚游、“海口-三亚2晚-澄
迈”情侣海岛游等。

海南欢乐购物游、海南欢乐美
食游、海南欢乐乡村游、环岛高铁
游、高尔夫温泉养生游方面，康泰
国旅推出了“海口-三亚-海口”海
岛狂欢购物3天2晚游、海南欢乐
美食游、“海口-保亭-三亚-海
口”吃遍海南欢乐美食 3 天 2 晚
游、海口周边 1 日自驾/跟团游、

“海口-儋州-乐东-三亚-海口”
坐上动车环岛4天3晚游、“海口-
保亭-三亚-海口”纯天然温泉养
生3天2晚游。

本报海口 11 月 14 日讯（记
者 叶媛媛）今天下午，暴雨突袭海
口，造成城区内多个路段积水难
行。因为恰逢放学时段，在振发路
白驹学校门口，1米深的积水堵住
了孩子回家的路，造成大量学生滞
留。此刻，海口京环城市环境服务
有限公司作业部部长陈柏钧心急
如焚。

下午 4 时许，雨越下越大。
恰好来到振发路巡查工作的陈

柏钧看到白驹学校外的积水已
及腰深，学校门口有一大群学生
滞留。陈柏钧立即作出转移方
案，召集京环公司 30余名环卫工
人兵分三路，迅速在振发路、振发
一横路和中山南路延长线路段进
行转移。3 条长长的荧光色队伍
在暴雨中格外显眼。有的女队员
力气小，就几个人分工合作，每个
人抱一段或背一段，直到将孩子
送到安全地带。力气大的男队

员就“一对一服务”，抱着孩子挨
个送。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直到晚
上 7 时半，队员们才将堵在白驹
学校门口的上百名学生一一送
完。可饭都来不及吃上一口，大
家又马不停蹄赶往下一个积水点
工作，他们还需要清除积水、打扫
路面、营救车辆以及转移受困人
员。直至晚上 10时，队员们仍在
路面上忙碌着。

海口30余名环卫工人在雨中转移上百名学生

温暖在暴雨中传递

全省法律援助
业务培训班开班

本报海口11月14日讯（记者金昌波）今天
下午，我省2017年法律援助业务培训班在海口开
班。各市县司法局分管局长，各市县法律援助中
心（处）主任、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1+1”中国
法律援助志愿者约100人参加培训。

据了解，此次培训旨在进一步促进法律援助
人员知识更新，提高法律援助工作人员的业务能
力和服务水平。培训为期3天，采用主讲人专题
授课、讲学互动等方式授课，内容包括外省公共法
律援助服务平台建设先进经验和国外法律援助工
作考察情况介绍，《民法总则》讲解以及法律援助
最新政策解读。

在开班仪式上，省司法厅相关负责人传达了
全国法律援助培训班精神，要求学员主动作为，
敢于担当，切实做好我省法律援助工作；要以问
题为导向，求真务实，不断提高我省法律援助工
作质量。

省财政助力我省跨省
异地就医费用直接结算

本报海口11月14日讯（记者周晓梦 实习
生王靓婷 陈奕莹 通讯员朱莹莹）记者今日从省
财政厅获悉，目前，我省异地就医结算合作范围已
扩大至全国所有省级平台、所有统筹地区7443家
医院。

据了解，2017年初，在国家统一部署下，我省
启动基本医疗保险跨省异地就医住院医疗费用直
接结算工作，实现了全国首例跨省异地就医直接
结算。参保人在外省住院，只需支付按规定由个
人承担的医疗费用，不再需要全额垫付医疗费用。

根据往年跨省异地就医费用情况，省财政已
从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财政专户中向20个省市区
拨付预付金759万元，并通过国家跨省异地就医
结算平台，支付了我省参保人在广东等16个省市
区发生的住院医疗费用512万元。

同时，有30个省市区向我省拨付预付金868
万元，19个省市区参保人在我省直接结算医疗费
用172万元。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工作的顺利
开展，有效地解决了异地就医长期存在的医疗费
用报销周期长、资金垫付多、经办监管难等问题，
实现了“不跑腿、少垫资”的愿望，极大地方便了参
保人员异地看病就医。

■ 本报记者 郭萃 邓海宁

11月14日下午，一场暴雨突袭
海口，受强雨量和海水顶托作用影
响，海口城市内涝严重。

然而，全市却涌现出一幕幕暖心
的画面，老师背着学生过马路、交警
打着赤脚在路口指挥交通、市民用手
清除堵在下水道口的杂物……一场
暴雨虽然淋湿了整座城，却无法浇灭
海口市200余万市民的文明星火，他
们用行动守护着这座城市。

市民：举手之劳彰显文明

17时许，暴雨如注，在龙华区金
龙路公交车站，雨水卷着落叶流入了
路边的下水道，不一会，落叶就堵满
了过滤网，水流越来越慢。此时，记
者看到一位中年妇女蹲在路边，用
手小心翼翼地将落叶和杂物拨去，

雨水打湿了她的衣服，而她却丝毫
不在意，看着小范围内积水顺利流
入下水道，她站起来用胳膊蹭去脸
上的雨水。

此举引来了同在等车市民赞许
的目光，当记者想要进一步了解时，
她只是说，“雨水下不去积在路边，汽
车经过的水花很容易溅到路人，等车
的人上下车也很不方便，作为一名海
口市民，这也是种责任，并不觉得有
什么特别。”

而雨量最大的时候正值学生放
学，许多学生的父母被积水拦在路
上，无法及时到校接孩子，在海口市
第九小学，学校确保每个孩子在校安
全，给孩子们送去水和食物，并通过
微信群告知家长孩子在校情况，让家
长们放心。

义龙中学门口大面积积水，为了
保证学生安全，学校老师一个一个护
送学生过马路，将他们安全疏散。待

学生安全有序离校后，他们仍一直坚
守在校门口，关注校门前积水情况，
防止安全事故发生。

交警：全员出动指挥交通

暴雨中，一抹抹亮黄色的身影成
为最显眼的路标，也是市民心中最安
全的依靠。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全员出动，1466名警力分散在全市
的各条道路。

17时50分，在金龙路侨中隧道
口，交警支队龙华大队七中队队员韩
宏健正在指挥着一辆轿车缓慢通过
积水区，至此时，他光着脚已经在水
里站了2个多小时，“我们3点半就过
来了，现在金龙路路口的积水已经接
近40厘米深，在指挥下能缓慢通行，
整体还比较有序。”

“前方路段有积水，车辆要慢行，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19时许，在

人民大道路段上，交警们手拿对讲
机，在缓慢行驶的车流中来往穿梭，
挥动手臂，打出手势，提醒前行的车
辆慢行。

而在龙昆南路南大桥下积水较
深的路段，一位妇女抱着小孩艰难地
在积水中准备过马路，由于看不到前
方的路面状况，妇女一步一步小心地
往前挪，“小心点，你跟我走。”此时正
在执勤的交警看到后立刻上前接过
妇女怀抱中的孩子，将她们送至马路
对面。

排水工人：全力排水

守水井、拉井盖、忙排险……截
至18时许，海口市出现21处积水路
段，在金福路景山学校段积水最深
达70厘米，水位没过了大腿，车辆
无法通行，然而却有一些身着橘色
工作服的人在及膝深的积水中，弯

下腰，清理排水道，并用紧急泵车进
行强排。

海口市市政管理局排水所所长
黎军告诉记者，为应对强降雨，海口
市市政管理局排水所及时启动防汛
工作预案，丝毫没有放松，全力以赴
做好强降雨排水工作。

15时许，美兰区管养队巡检办
件班班长吴清雄和同伴在雨势稍大
后，便开着排水抢修车提前来到易
积水点，雨中摸索排水井，拿着铁镐
撬开检查井，安放上排水防护栏。
随后，坚守在岗位上密切关注积水
情况。

23时许，雨势渐停，路上的车有
序地行驶着，然而积水还未完全退
去，夜色中，排水工人身上的反光条
显得格外清晰，他们依然坚守在工作
岗位上，用责任和担当凸显着椰城的
文明魅力。

（本报海口11月14日讯）

海口大雨笼城，涌现出一幕幕暖心画面——

暴雨中他们用行动守护城市

◀上接A01版
并以巡视为契机，坚持立行立改、边
巡边改，用好用足巡视成果，推动本
市县区各项工作上新水平，为美好新
海南建设作出贡献。

据悉，这一轮巡视工作将于
2018年 1月 14日结束。巡视组主
要受理反映被巡视市县区领导班
子及其成员、下一级领导班子主
要负责人和重要岗位领导干部问

题的来信来电来访，重点是关于
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
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
律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其他不
属于巡视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

将按规定转被巡视地区或有关部
门处理。

巡视期间，各巡视组设置了专门
的联系电话、邮政信箱、联系箱和接
访室等。

七届省委第二轮巡视进驻完毕

本报海口11月14日讯 （记者
刘贡 见习记者梁君穷）受弱冷空气
和偏东气流影响，14日海口市区和
北半部乡镇普降大暴雨。大雨及海
潮顶托造成市区部分低洼地段积
水。截至23时，全市交通已经恢复
正常。省委常委、海口市委书记张琦
表示，海口将通过城市更新、海绵城
市建设，解决好城市基础设施的历史
欠账问题。

14日14时至20时，海口强降雨
出现在市区中东部，共有19个监测

站雨量超过100毫米，4个监测站雨
量超过200毫米，最强降水出现在
15时至18时，3小时内共有16个监
测站雨量超过100毫米，2个监测站
雨量超过200毫米。

此次突发性强降水过程影响范
围小、持续时间短，短时间内达到如
此大的雨量实属历史罕见。有历史
资料以来，仅1998年8月22日3小
时雨量达到同样强度。17时、18时，
海口湾海潮高达1.87米，导致龙昆
沟、大同沟水满溢上龙昆北路、玉河

等路面。大量的雨水在地表迅速汇
集，不可避免地导致严重的城市积
涝。

接到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后，
海口全市 235 名排水工人，35 辆
特种作业车，提前分布在易积水路
段。降雨期间及退潮前后全力强
排。公安、交警、环卫、城管队员，
全天值守一线，帮助清理障碍，加
快排水。

降雨在19时减弱后，除了因龙
昆沟高水位顶托的3个积水点外，

其他积水点基本在2个小时内全部
退完。

当晚22时许，张琦带队赶赴海
口龙华区龙华路等积水路段展开调
研。海口四套班子领导现场召开紧
急会议，研判海口积水情况，做出排
水工作具体安排。

中规院水务专家王晨解释了海
水顶托区域积水成因并提出解决方
案。王晨认为，今天的积水暴露了海
口基础设施短板，迫切需要按照源头
减排，过程控制系统治理的原则，以

问题为导向，系统解决城市排涝。一
方面，在推进水体治理的同时，恢复
河岸的自然形态，蓄排结合，提高河
道排涝能力；另一方面在城市更新的
总体统筹下，开展道路、小区、广场的
海绵化改造，源头控制，实现小雨不
积水，大雨不内涝。

张琦表示，海口海绵城市建设已
经迫在眉睫，凡是积水的地方，都是
市委、市政府要解决的难点痛点。海
口要加快城市更新步伐，推进海绵城
市建设。

海口连夜调研城市积水问题

从难点痛点入手加快海绵城市建设

海口京环城市环境服务有限公司作业部部长陈柏钧在转移学生。
（图片来自互联网）

关注海口强降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