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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3月28日电（记者孙
婧）3月27日，央视报道三亚市“一心
堂”连锁药店出现医保卡当消费卡购
买非药品，以及开具虚假名称发票，
涉嫌套取社保资金的情况。三亚市
委、市政府对此高度重视，立即成立
联合调查组开展调查。

当晚，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

严朝君指示，要依法依规严肃查办，
绝不姑息。三亚市政府立即召集多
部门采取紧急行动，由三亚市食药
监，国税、工商、公安、人社、卫生等部
门组成联合调查组，连夜对“一心堂”
连锁药店展开调查，对市内15家“一
心堂”连锁药店的收银机、药品销售
发票存根、货品单等物品进行查封。

28日上午，三亚市区域内“一心
堂”21家连锁药店全部停业整顿。
目前，该市公安部门会同工商、食药
监、人社等部门对“一心堂”药品连
锁超市涉嫌社保欺诈情况作进一步
调查。

三亚市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
“一心堂”连锁药店存在的问题一经

查实，将依法严肃处理，并追究相关
单位和人员责任。同时，三亚将举一
反三，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对全市所
有零售药店以及超市内药品销售区
以及住院医保结算开展全面排查和
整顿。

后续调查及处理情况将及时向
社会公布。

三亚调查医保卡当消费卡购买非药品事件

“一心堂”21家连锁药店全部停业整顿
去年海口市级医院
取消药品加成1亿多元

本报海口3月28日讯（记者梁
君穷）记者今天从海口市卫计委获悉，
2017年海口全面破除“以药养医”，推
进医改向纵深发展。海口地区的11
家公立医院（省属5家、市区属6家）
全面取消药品15%加成比例，实施药
品零差率销售，市级医院取消药品加
成减少医疗收入（百姓受益）11515.63
万元。

此外，2017 年海口市卫计委联
合发改、财政、人社等部门实施医疗
控费，进一步强化公立医院内部管
理，减轻群众医药费用负担；实施新
农合总额预付、按病种限价结算及限
费医疗改革，10家一级定点医疗机
构次均住院费用较去年同期下降；继
续在所有公立医疗机构的住院病房
实施“先看病后付费”诊疗服务模式，
累计受益人数达7.58万人，垫付住院
费用4.33亿元。

我省今起上调成品油价格

92号汽油上调0.14元/升
本报海口3月28日讯（记者原中倩 通讯

员任笑冬）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国内成
品油调价信息，自 2018 年 3月 28 日 24 时起，
我省汽、柴油价格（标准品）每吨分别提高170
元和165元。调整后，我省成品油最高零售价
格：89号汽油7.39元/升，92号汽油8.00元/升，
95号汽油8.49元/升，0号柴油6.58元/升，分别
上调 0.13 元/升、0.14 元/升、0.15 元/升、0.14
元/升。

根据油气价格联动的有关规定，我省车用压
缩天然气销售价格调整为5.07元/立方米（等值
换算为7.05元/公斤），上调0.10元/立方米（等值
换算为0.14元/公斤）。

海口海关查获
547只野生干制大壁虎
已移交省林业厅

本报海口3月28日讯（记者杨艺华 通讯员
周杨）今天记者从海口海关了解到，3月26日该
关依法向省林业厅移交查获的547只野生干制大
壁虎。

据了解，大壁虎，俗称蛤蚧、又称仙蟾，是一
类体型中小型的蜥蜴。大壁虎因可药用，长期被
捕捉，野生资源日渐减少。干制野生大壁虎属于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同时被“世界自然保护联
盟”评定为极危物种，禁止旅客邮寄、携带或托
运入境。

近年来，海口海关贯彻落实海南“生态立省”
发展战略，持续加强口岸监管执法力度，严厉打击
大壁虎、砗磲、红珊瑚等各类濒危动植物及其制品
走私行为，强化与林业、农业（渔业）部门合作，积
极保护野生动植物资源，共同维护海南生态环境
安全。

海关提醒，濒危野生动植物邮寄、携带或托
运其入境时，旅客必须持国家濒危办或其驻各
地办事处出具的允许进出口证明书，并向入境
海关申报。

3月27日，几名工人正在
儋州王五镇徐浦益花滩安装
20MWP渔光互补光伏发电
项目施工。

据介绍，该项目是采用光
伏发电综合渔业开发的形式，
利用太阳能实现发电，在光伏
板遮阴下进行渔业养殖，实现
一地两用。项目建成后，将在
节省燃煤、减少二氧化碳、一
氧化硫等污染物排放发挥积
极作用。

该项目由中国电建集团海
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承担建
设。是我省首例渔光互补光伏
发电项目。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我省首例渔光互补
光伏发电项目施工

上层光伏发电 下层渔业养殖

本报海口 3 月 28 日讯 （记者
陈蔚林 实习生卢进梅）根据国务
院学位委员会日前印发的 2017 年
审核增列的博士、硕士学位授权
点名单，我省新增博士学位授权一
级学科点 5个，分别为海南大学材
料科学与工程、化学工程与技术、

食品科学与工程、网络空间安全、
工商管理。至此，我省博士学位授
权一级学科点由原来的 9 个增至
14个。

此外，我省还新增一级学科硕士
点12个，分别为海南大学机械工程、
网络空间安全、管理科学与工程、公

共管理学、音乐与舞蹈学；海南师范
大学理论经济学、心理学、物理学、网
络空间安全、设计学；海南医学院生
物学、中医学。至此，我省硕士学位
授权一级学科点由原来的35个增至
47个。新增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12
个，分别为海南大学兽医、风景园林、

林业、会计；海南师范大学应用统计、
体育、翻译、工程、旅游管理、艺术；海
南医学院口腔医学、药学。至此，我
省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由原来的22
个增至34个。

省教育厅高教处负责人表示，
由于历史原因，我省高校研究生教

育发展相对比较滞后，主要表现在
学位点少、规模偏小和学科覆盖面
窄，制约了我省高层次人才培养的
能力。此次新增一批硕博学位点，
标志着我省高等教育办学层次迈上
一个新的台阶，我省研究生教育将
迎来新一轮发展。

我省新增5个一级学科博士点
高等教育办学层次迈上新台阶

■ 本报记者 王培琳

“小善大爱、举手之劳”，这是海
南保监局办公室科长胡文捷一向坚
守的公益理念，而在生活中她也如此
践行着。

胡文捷是我省无偿献血志愿
者之一，还是海口市120急救志愿
服务总队二分队队长。之所以加
入急救志愿者的行列，是因为她希
望越来越多的人在遇到灾害和突
发事件时，不会因为自救或互救能
力低下而错失抢救良机，所以她致
力推广急救知识，并参与大型赛事
急救保障。

今年胡文捷被评为海南省第
四 批 岗 位 学 雷 锋 标 兵 。 其 实 ，
2015 年，她就获得海南省无偿献
血先进个人称号，还获得 2014-
2015 年度全国无偿献血促进奖特
别奖。

以善意温暖他人

3月25日，海口市椰岛之家老年
公寓迎来一批穿绿色制服的年轻
人。这群年轻人，就是胡文捷率队的
海口市120急救志愿服务总队二分
队。

原来，上周胡文捷偶然从报纸上
看到爱心义工“绿豆汤妈妈”李香患
癌症，因经济窘迫无钱继续在医院治
疗，居住在老年公寓，便决定带领志
愿者探望李香，同时慰问老人院的老
人们。

就这样，胡文捷和队友们一起，
带着孩子们和几大箱水果来到老年
公寓，为公寓的老人艾灸理疗、修剪
指甲、按摩，还将来自120急救志愿
者和老陶义工社义工捐出的6800元
送到李香手中。

“谢谢，谢谢……”李香坐在轮椅上，

紧紧握住胡文捷的手，眼里泪光闪烁。
“像李香这样的爱心志愿者，曾

经用她的微薄之力温暖过很多人，现
在她需要帮助了，我希望我们做的一
切能让她感受到他人的善意和温
暖。”胡文捷说。

节假日都奉献给公益

胡文捷几乎每个周末都会参加
各种类型的公益活动。

3月17日上午，胡文捷在农垦中
学给学生们进行心肺复苏培训。结
束后，她穿着120急救志愿者的服装
接受记者采访，虽然一个上午的培训
活动让她看起来略显疲惫，但一说起
急救培训，她马上打开了话匣子。

“希望通过宣传急救常识、培训
急救技能，让更多的人通过掌握正确
的急救措施，最大程度上挽救生命、
减少伤亡。”胡文捷说这就是她加入

志愿者队伍的初衷。
胡文捷虽看起来瘦弱，但却是忠

实的无偿献血志愿者。1998年11月
11日，胡文捷第一次参与无偿献血
后，就积极投身于无偿献血的公益活
动中；2003年，她加入中华骨髓库，
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
在单位领导的鼓励和她的影响带动
下，2013年到2017年，海南保险业
组织献血活动9次，参与人数近3000
人，献血总量达50多万毫升，为保障
海南临床用血安全作出了积极贡献。

2016年，她被评为海口市“双创”
先进个人，同时，还被评为全国保险业
岗位学雷锋先进个人。

每当说起公益，胡文捷脸上的表
情很坚定。她表示，参与公益不仅是
慈善，更是责任。倡导善行义举，从
点滴入手，长期坚持，用正能量感染
社会、传播温暖。

（本报海口3月28日讯）

海南岗位学雷锋标兵胡文捷

用最简单的初心 做最平凡的公益

去年我省发放资金10.36亿元

51万人次学生获资助
本报海口 3 月 28 日讯 （记者陈蔚林 实

习生卢进梅）记者从今天上午召开的全省学
校后勤与学生资助管理工作会议上获悉，
2017 年，我省建立健全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
育“全覆盖”的学生资助政策体系。一年中，
向全省学生资助专项受助学生 38.83 万人次
（不含免费教科书项目）发放资金6.8 亿元；向
地方特惠性建档立卡家庭学生、农村特困救
助供养学生、农村低保家庭学生 12.24 万人发
放资金3.56亿元。

其中，在普通高校资助方面，全省共评选出
获得本专科国家奖学金学生223名、资金178.4
万元，国家励志奖学金学生5546名、资金2773
万元，国家助学金学生40799名、资金12175.8
万元，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学生108名、资金224
万元，研究生国家助学金学生4823名、资金353
万元，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学生 1980 名、资金
1620万元。

本报海口3月28日讯（记者邓
海宁 特约记者陈世清 通讯员林馨）
今天，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根据相
关规定，发布货车通行管理相关事项
通告，将于4月 2日起施行。因生
产、生活等需要在限行时间、道路上
通行的货车，办理临时通行手续后方
可通行。执行紧急任务的军车、警用
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不受
限制。

办理临时通行手续备案的地点为
海口市金龙路 9 号交警支队大楼
A1002室，需提交的材料包括：驾驶人
驾驶证正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机动车
行驶证正副本原件及复印件；申请书；
其他需要提交的证明材料。可拨打咨
询电话0898-31366845进行了解。

货车司机请注意！

4月2日起海口这些路段将限行

儋州重点推介
“儋州月嫂”品牌

本报那大3月28日电（记者易
宗平）3月 27日至 30日，儋州市16
个镇分别开展家政服务技能培训暨
转移就业宣讲活动，重点提升妇女就
业技能。

据了解，儋州此次宣讲活动中，主
要组织各镇18岁至50岁的中青年妇
女参加。活动由市人社局、市就业局、
各镇政府和海南天涯人力资源管理服
务有限公司联合开展。宣讲结束后，
该市将举办多期家政服务技能培训
班，并组织举行相关招聘会，积极促进
转移就业。

儋州市就业局局长陈泽奇说，对
有转移就业意愿的中青年妇女集中开
展家政服务就业技能培训，争取一年
有优势、两年有影响、三年成品牌，重
点推介和打响“儋州月嫂”品牌。

清明祭英烈

海口开展系列宣教活动
本报海口3月28日讯（记者梁君穷 通讯员

曾涛）记者今天从海口市革命烈士纪念物管理所
获悉，从3月18日开始至今，海口市云龙改编旧
址、冯白驹故居等各处烈士纪念设施，已经多次开
展以“铭记·2018清明祭英烈”为主题的烈士瞻仰
和祭扫活动。

以“铭记·2018 清明祭英烈”为主题的纪
念活动，有利于弘扬烈士精神，营造崇尚英雄、
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的良好氛围。
省农业银行、美兰国际机场等单位、团体纷纷
参与其中，通过聆听烈士们的英勇事迹、敬献
花圈、鞠躬默哀、瞻仰烈士墓等方式，祭奠革命
先烈。

据介绍，活动还将首次利用新媒体、新技
术推动线上宣传与线下活动相结合，着重引导民
众走进烈士陵园、纪念场所、战场遗址，宣传英
烈事迹、弘扬英烈精神，通过参观、祭扫、征文等
各种形式激发慎终追远、缅怀先烈、铭记历史、
牢记使命的良好氛围。

省未成年人道德
讲坛在洋浦巡讲

本报洋浦3月28日电（记者曾
毓 慧 通 讯 员 张 裕 佳）今天上午，

“2018海南省未成年人道德讲坛”来
到洋浦东浦小学，讲座以看视频、讲故
事等多种形式，让现场师生和家长们
经历了一次心灵洗礼。

当天，主讲人从理想信念教育、心
理教育、文明上网教育等多角度进行
讲解，并与在场的学生和家长展开互
动，引导未成年人争做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一代新人。按照安排，
3月26日至29日，“2018海南省未成
年人道德讲坛”陆续走进洋浦8所中
小学进行巡讲。

党史人物传记
《王海萍传》出版

本报海口3月28日讯（记者梁君穷 通讯
员李佳静）日前，由中共海口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海口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符中和海南省作家
协会会员、海口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王锡鹏合
著的长篇人物传记《王海萍传》一书由中共党史
出版社出版。该书记述了琼籍革命烈士王海萍
出生、成长、求学，直至为革命斗争献出宝贵生
命的人生经历。

王海萍是海口地方党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位人
物。他参加过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八一南昌起义
等重要革命活动，1932年7月被国民党反动派杀
害，时年28岁。

范围
东至滨江路（含），西至丽晶路、丘海大道（不含），南至

椰海大道（不含），北至海岸线形成的闭合区域内所有道路，
含海甸岛

范围
滨江路（白龙北路与长堤路、新埠桥交叉口至新
大洲大道与南渡江第一大桥交叉口路段）

海秀快速路（国兴大道上桥口至长滨路上桥口
双向道路，含各上下快速路匝道）

长天路（滨海大道与长天路交叉口至长天路与
海盛路交叉口全段）

国兴大道（南大立交桥国兴大道下桥口至国兴
大道与琼州大桥上桥口全段）

时间

24小时

管理对象

所有货车

时间

周一至周日上午6：00
至 9：00，16：00 至 19：30
禁止通行。

其中中型（含）以上货
车周一至周日上午6：00至
21：00禁止通行。

管理对象

所有货车，包括
微型、轻型、中型、重
型货车、牵引车、挂
车、三轮汽车、轮式专
用机械车及专项作业
车（不含皮卡车）。

限行 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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