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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旅游岛讲坛讲座
预告2018年第14讲
（总第341讲）

时 间：6 月 9 日（星期六）上午 9：30—
12：00

主讲人：张燕生（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
会秘书长，曾任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
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
殊津贴。）

讲座主题：海南高质量发展与现代化经
济体系建设。

讲座地点：海口市国兴大道省图书馆一
楼报告厅

讲坛办电话：0898-65319677
公益讲座 免费听讲（不需要凭票入场）

本报海口6月4日讯 （记者刘
操）为切实做好热带低压防范应对工
作，最大程度减轻灾害损失，省减灾

委日前下发通知，要求各市县密切跟
踪热带低压移动路径，及时发布预
警信息；要始终保持高度警惕，24

小时值班，密切关注天气情况，及时
转移居住在危旧房屋及低洼、危险
地段等区域的群众，提前做好人员

避险转移、渔船回港、渔排人员上岸
等紧急避险安置工作；要认真做好
救灾应急准备工作，及时报送灾情

和救灾工作信息，确保各项防范应
对措施和责任落实到位，确保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省减灾委下发做好热带低压防范应对通知
要求最大程度减轻灾害损失

本报海口6月4日讯 （记者周
晓梦 通讯员米秋健）我省气象部门
发布台风四级预警，称南海热带低
压将发展为今年第4号台风（热带
风暴级）。为全力做好台风防范工
作，6月2日18时，海南海事局正式
启动防台四级响应，“三沙一号”等
4艘海南岛至西沙航线的客（游）船
全部停航避风。6月 4日 15时，琼

州海峡客滚船全线停航防台避风，
并督促辖区1126艘在港商船落实
防风准备。

防台四级响应启动后，海南海
事局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做好防风
工作。海事部门密切跟踪台风动
态，通过甚高频广播、手机短信平
台、海南海事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发
布气象海况信息，确保港航企业和

船舶掌握台风动态；按照“横向到
边、纵向到底”的要求，海事部门以
琼州海峡客滚船、近海游船、危险
品船舶及施工船为重点，组织辖区
航运企业、水工施工企业单位召开
防台会议，压实企业落实防风安全
主体责任，并要求基层海事部门与
乡镇政府保持密切联系，做好内河
渡口渡船防台安全工作。同时，海

南海事还加大防风现场监管指导
力度，通过 AIS、VTS 及海巡船等
方式对琼州海峡、危险品作业水
域、洋浦港锚地、后水湾防台锚地
的船舶避风情况开展现场检查和
电子巡航，对已经进入防台水域锚
泊避风的船舶实施电子盯防和定
期VHF联系，截至4日12时，海南
海事局共出动执法人员129人次，

执法船艇 17艘次，检查船舶 91艘
次，累计播发安全信息 459 条次。
此外，海南海事局还将严格落实领
导带班和 24 小时值班制度，全力
做好辖区海上突发事件的应急处
置准备工作。

据悉，目前在海南辖区共有8艘
专业救助船艇和1架救助直升机担
任应急值守任务。

海南海事局启动四级响应
海南岛至西沙航线客（游）船、琼州海峡客滚船停航避风

因声屏障施工需要

G98高速石梅湾
至三亚段6日起
封闭应急车道

本报海口6月4日讯（记者邵长
春）记者今天从有关部门获悉，因G98
环岛高速K155+340至K237+937.3
路段声屏障工程施工的需要，为确保
施工期间的行车安全和工程的顺利进
行，计划对该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
将封闭应急车道施工，行车道、超车道
正常通行。管制时间为6月6日至10
月16日。

6月4日，在海口世纪
大桥下的海甸溪、龙珠湾等
处，靠岸停泊的船只连成一
片。受热带低压影响，全岛
或将迎来台风天气，海口海
域作业渔船和过往船只陆
续靠港避风，海事部门也加
强对港口水域进行巡查，保
障船舶安全。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渔船回港避风

三沙永兴岛获批建设
国家教育考试考点
下半年开始组织实施相关考试

本报海口6月4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
高春燕）省考试局今天发布消息，批准在三沙市永
兴岛建设国家教育考试考点。这一中国最南端考
点的设立是我省国家教育考试发展史上具有特殊
意义的事件，将有效改善三沙驻岛军警民接受再
教育、提高学历水平的条件。

永兴岛是三沙市政府所在地，因受地理和交
通条件限制，驻岛军民的教育考试需求一直得不
到很好的满足。为落实中央和省委的决策部署，
践行教育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区”的使
命，5月初，省考试局一行深入三沙市，就在永兴
岛设置成人高考、自学考试、计算机等级考试考点
等有关工作进行了实地调研，并及时组织人员对
考点设置有关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

目前，三沙市已开始组织实施标准化考点
建设，组建考试组织管理机构，制定考试应急预
案等各项准备工作也在有序推进。在完成标准
化考点验收、完善有关制度后，今年下半年起，
该考点便可组织实施成人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
一考试、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和全国计算机
等级考试。

记者还了解到，首次在三沙市举行的国家教
育统一考试——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自6月1
日开始接受考生网上报名以来，已吸引了不少驻
岛军警民踊跃报名。考生将于9月15日在岛上
参加全国统一的无纸化（机考）考试。

粤海铁路
部分班次停运
海口铁警提醒留意出行资讯

本报海口6月4日讯（记者良
子 通讯员吴杨静）受南海热带低压
影响，接粤海铁路北港海事通知，粤
海铁路部分班次停运。具体如下：

海口铁路公安处北港码头派出
所提醒广大司机和旅客密切关注气
象变化，合理安排行程，注意安全。
同时请在徐闻火车站购买以上列车
车票的旅客及时到售票窗口办理改
签、退票手续。

6 月 5 日至 6 月 8 日由广东
湛江徐闻火车站开的 Z201 次、
K1167次、Z111次列车停运

6 月 4 日至 6 月 8 日开的
K457次列车停运

6 月 4 日至 6 月 9 日开的
K1168次、Z112次列车停运

6 月 5 日至 6 月 9 日开的
K458次、K512次列车停运

儋州投资推介会
在穗举行

本报讯（记者梁振君 通讯员李九洲）6月2
日，海南儋州投资推介会在广州召开。本次推介
会由省政府驻广州办事处、儋州市政府和广东省
海南儋州商会联合举办，重点宣介了我省及儋州
招商需求、政策和优势。来自国内外300余位世
界海商齐聚羊城，积极探讨如何凝聚岛外乡亲力
量，助力美好新海南建设。

推介会上，广东省海南儋州商会会长、广州瓦
纳尔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维兴表示，在粤海商正
密切关注家乡招商政策和发展动态，希望借推介会
的契机，在回乡投资兴业上敲门问路、快马加鞭。

来自南方传媒、绿地集团、保利集团等知名企
业和广东省物流行业协会、全球原创设计联盟等
协会的负责人希望能发挥自身优势，紧紧围绕海
南旅游业、现代服务业等招商大方向，开创合作共
赢的新局面。

受省政府驻广州办事处邀请，上海、安徽、福
建、广西等多个省（区、市）政府驻广州办事处的
负责人也来到了会场。他们纷纷表示，愿意汇聚
自身资源、促进跨省合作，共享海南发展机遇和
成果。

省政府驻广州办事处副主任刘艳琳透露，该
办事处已联合海商成功举办多场我省有关市县在
粤的招商活动，吸引了多家知名企业参会并达成
初步投资意向。下一步，该办事处还将谋划进一
步扩大百日大招商（项目）活动的影响范围。

永兴电商和菜篮子集团共建新供应链

线上购买荔枝
线下就近自提

本报海口6月4日讯（记者计思佳）记者今
天从海口市秀英区永兴电商扶贫中心了解到，该
中心联合菜篮子集团，打造海口本地农特产品生
鲜供应链，为海口市民打造社区化的一站式新零
售体验中心。市民可微店扫码在线购买精品荔枝
王，到就近的菜篮子门店提货。

据介绍，市民可在微店APP搜索“海口火山荔
枝自营店”直接下单购买，49元可买5斤海口火山
荔枝王（纯果）精品装。市民可根据所在位置，选
择附近菜篮子购买自提点。具体店铺位置可在手
机上搜索下载“小菜侠”APP，里面有门店导航。

自提时间为每周四、周日。周六18：01到周
三18：00的订单，市民可以在周四18：00至22：
00，到所在地的菜篮子门店自提。周三18：01到
周六18：00的订单，可以在周日18：00至22：00，
到所在地的菜篮子门店自提。

市民6月9日上午9时可到永兴电商扶贫中
心现场购买，还可参加“海口火山荔枝月——绽放
的荔枝王”主题系列活动。

火山荔枝 绽放芳华

本报讯 为应对此次热带低压将
带来的强风雨影响，最大程度减轻灾
害损失，我省各市县进行针对性部
署，确保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海口
700名供电抢修人员待命

记者4日从南方电网海南海口
供电局获悉，为预防恶劣天气对高考
带来的影响，该局已启动防风防汛
IV级响应，提前对高考考点、易涝小
区、重点场所、重要用户等开展用电
隐患排查和整改。海口供电局目前
已组建39支共700人的抢修队伍和
92台各类应急抢修车辆24小时待
命，一旦出现灾情，将迅速组织抢险
队伍开展抢险救灾工作。

为应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所引
发的各类事故，海口消防结合近年来
台风期间抢险救援警情特点，提前对
执勤力量进行科学调整，提前对抢险
救援装备进行全面检查。同时，海口
消防部门还对市民发布了“提前检查
排除隐患、危险地带莫逗留、及时撤

退保安全”的台风安全“三提示”。

三亚
确保高考期间正常供电

记者4日从三亚市三防办获悉，
为应对此次热带低压将带来的强风
雨影响，三亚组织气象、海洋、海事、
水务等相关部门进行气象会商并作
出针对性部署，派出5个工作组，对
重点区域防御工作进行督查。

记者了解到，三亚海洋部门通过
手机短信平台和北斗卫星电话向渔
民及相关单位发布气象信息，通知渔
船及早回港避风，截至目前，三亚
918艘渔船已全部回港。海事部门
组织货船、危险品船、施工作业船等
各类船只726艘进入防风区域。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热带低压有
可能持续至高考期间，三亚教育、交
通、交警等部门将制定预案，防范强
降雨带来的城市内涝、交通堵塞等次
生灾害，确保考生及考场的防汛安
全，三亚供电部门预置3辆应急供电
车，保障考场正常用电。

琼海
潭门538艘渔船回港

记者4日从潭门镇政府了解到，
为防御热带低压，潭门镇共有564艘
渔船，其中538艘已回港避风，24艘
停靠在南沙，2艘停靠在省外港口。

在潭门中心渔港记者看到，为应
对第四号台风造成的影响，渔船已全
部提前回港避风，一排排渔船整齐有
序地停靠岸边。潭门镇政府、渔政渔
监以及市海洋渔业局执法大队的工
作人员正在对停靠在渔港的渔船进
行检查，确保渔船被捆绑、固定。

琼海市海洋渔业局执法大队副大
队长曾繁和告诉记者：“我们首先通过
北斗监控平台，通知每一艘渔船及时进
港避风，并且我们在每个渔港都安排了
执法船，对每艘进港的渔船进行引导。”

万宁
重点保障考生出行安全

4日上午，万宁市召开2018年

防风防汛防旱暨防御热带低压工作
部署会议，明确要以确保高考期间
学生的出行和考试安全为第一目
标，在高考期间要保障考场电力供
应，第一时间排除相关区域积水，确
保考卷不受雨情影响顺利按时运到
考点等。

由于此次热带低压有可能持续
至高考期间，万宁市委主要负责人要
求，要以确保高考期间学生的出行和
考试安全为第一目标，各部门联合作
战，确保高考平稳、顺利进行。气象
部门实时监控南海热带低压，做好预
报和预警工作；交警、“三防”、城管等
部门做好应急预案，如城区内出现涝
情要第一时间排除，为高考顺利进行
保驾护航；市交通和教育部门做好高
考期间的交通组织工作，确保考生不
淋雨进考场；电力部门要确保高考期
间的电力供应，做好电力保障工作；
要确保考务工作不受天气干扰，保证
考卷的保密和安全运送；针对风声、
雨声会干扰英语听力考试等细节，要
制定相关应急预案。

本报海口6月4日讯（记者周晓
梦 实习生甘晗霖）今天下午，省生
态环境保护厅举行 2018 年六五环
境日媒体座谈会，现场回答媒体提
问，坦诚回应公众关切，以期推动
各方形成环境保护合力。座谈会
还书面发布了《2017年海南省环境
状况公报》。

“江东新区如何打造世界一流

的零碳新城？”“产业园区环保基
础设施建设存在哪些短板？”“我
省 农 村 生 活 污 水 整 治 情 况 如
何”……座谈会上，省生态环境保
护厅各相关负责人就省内外媒体
代表提出的热点、重点、难点问
题一一作出回应，共同关注全省
环境保护工作重要内容和最新进
展情况。

会上发布的《2017年海南省环
境状况公报》显示，去年全省环境空
气质量持续优良，地表水和近岸海
域水质总体为优，城市（镇）集中式
饮用水水源地全部达标，城镇内河
（湖）水质大幅提升，地下水环境状
况总体良好，声和辐射环境质量保
持稳定。

据了解，自省生态环境保护厅

成立以来，每年环境日前夕都会举
行媒体座谈会，通过面对面、不预设
问答的形式，与媒体进行公开坦诚
的交流沟通，以充分发挥新闻媒体
对环境保护工作的舆论监督作用，
建立起新闻记者直接参与我省环境
保护社会活动的多方位渠道，形成
合力，共同推进我省环境保护和生
态文明建设。

省生态环境保护厅举行六五环境日媒体座谈会并发布我省环境状况公报

去年全省环境空气质量持续优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