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以来，临高困难群众危房改造竣工3009户

2954户困难群众入住新居

今年省下达临高危房改造任务3000户
截至10月29日，临高全县根据实际情况已经开

工3076户，开工率达到102.5%
此外，今年临高自加压力，将危房改造任务数增加

到3101户，其中C级480户、D级2621户，开工率

达到99.2%

其中，临城、博厚、多文、调楼、皇桐、和舍、南宝等镇
开工率达到100%，新盈镇开工率达99%，波莲、东英

等镇开工率达97%
临高危房改造竣工3009户（含C级455户、D级

2554户），已有2954户困难群众入住新居，入住率达

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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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林诗婷 杜颖

在南方航空海南分公司客舱部乘
务四分部，同事们都亲昵称党支部书
记李霞为“霞姐”。在航空服务一线，
李霞一飞就是32年。这份“老资历”，
在很多年轻航空人眼中，有惊讶，也有
钦佩！但在李霞看来，这只是一件很
平常的事。

32年来，李霞常年承担国际航线
的保障服务任务，她用细致热心的服
务，赢得了乘客的点赞，同事的认可。
同时，她亲历了三亚航线的不断加密，
三亚旅游业的不断拓展，是三亚向世
界展开臂膀的见证者。

海南日报记者见到李霞时，她刚

结束连续4天的三亚⇌日本大阪国
际航线保障服务任务，来不及休息，
就赶忙召集客舱部的同事开会部署
近期航飞服务任务，开启新的工作
安排。

连续工作4天，休息36小时后再
执行航班服务任务——这是李霞工作
时间表的日常模式。无分四季，也无
论旅游旺季亦或遭遇台风等恶劣天
气，李霞的休息时间都是以小时为单
位计量的，更多的时间都献给了万里
高空，每次执飞工作平均时达10余小
时，年均飞行时间逾800小时。

“已习惯了空中工作，在地上待着
反而不自在了。”李霞笑着告诉海南日
报记者。在她看来，能为世界各地的

旅客提供服务，竭尽所能帮助他人，保
障人们安全出行，是三亚和航空这份
职业给予她的最大成就。

在不少人眼里，客机乘务员是一
份令人羡慕的职业。但深入了解这个
行业，就知道其中的艰辛，就知道在一
线奋斗30多年远非易事。“确保旅客
安全是我们的首要职责，这需要在飞
机起飞前、飞行时、降落后的各个时间
段精力高度集中，还要从容应对各种
突发事件、恶劣天气等紧急情况，不能
也不敢有半点马虎。”李霞说。

多年来，李霞一直服务的是国际
航班，路程远、时间长、时差颠倒……
她却始终保持微笑，真心实意用优质
服务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

“上世纪90年代，三亚仅与北京、
上海等几个国内城市通航。如今，三
亚国际化水平不断提升，对外交往越

来越密切，‘空中桥梁’越来越完善。”
李霞亲历了三亚航线的不断加密，先
后参与了“三亚⇌大阪”“三亚⇌伦敦”
等国际航线首航服务保障任务，用真
心、真情服务将海南魅力传播至大洋
彼岸，在高空与鹿城共同见证琼岛的
变迁。“现在，我们的机型更加先进，旅
客国际面孔更加多元，国际航线布局
更加密集，我们的服务也将更加优
质！”李霞说。

在李霞看来，“空中丝路”不仅是
交通通道，更是展示海南风采的重要
舞台，而客机乘务员是传播琼岛文化
的重要使者。“我们在飞机上播放‘请
到天涯海角来’这首具有海南特色的
歌曲，为世界各地旅客佩戴兰花花环、
贝壳饰品，提供木瓜汁、椰子汁等特色
饮品，并通过广播等方式推介海南旅
游。”

“霞姐对工作的热情与执着令人
敬佩，生活里更像是贴心的家长，经常
帮大家解决生活工作中的困难。”南航
海南分公司客舱部乘务四分部业务副
经理张杏利说。

同事心目中的贴心“大家长”，在
生活中却留有遗憾。“儿子已17岁，很
少参加孩子的家长会，没有陪儿子逛
过一次书店，更没有好好陪家人过一
次春节。”李霞说。

眼下，海南正加快自由贸易试验
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在59
国人员入境旅游免签等一系列利好政
策的推动下，海南正着力开辟更多的
国际航线，李霞的工作也更忙碌了。
但李霞说，这是她的梦，一位服务基层
的优秀党员的梦想——投身浩瀚蓝
天，服务四海宾朋。

（本报三亚10月31日电）

南航海南分公司优秀党员李霞坚守航空服务一线32年——

与蓝天倾情相伴 在云端绽放芳华
弘扬民族精神 奋斗成就梦想

10月29日，在中国热带农
业科学院儋州橡胶基地，一台
1JB系列胶园避让除草机正在
演示作业。

当天，来自海南、云南、广
西、广东等省区的橡胶生产企业
用户，来到儋州橡胶基地，参加
国家天然橡胶产业技术体系田
间生产机械化演示会。

演示会集中展示了中国热
带农业科学院近年来研发的胶
园除草机、开沟施肥覆土机、喷
药机等10余种大中小胶园系列
生产机械。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林红生 摄

热科院集中展示
天然橡胶生产机械 文昌市人大常委会

通过询问推动水污染治理
本报文城10月31日电（记者李佳飞 特约

记者黄良策）为落实中央环保督察组反馈问题整
改，文昌多措并举加快水污染治理。日前，文昌市
人大常委会对此进行了专项调研和询问。海南日
报记者从相关调研中获悉，目前文昌市水污染问
题治理取得初步成效，其中，城区污水管网正在进
行全面清淤和检测。

今年以来，文昌市投入2000多万元，委托专
业公司对文城、清澜片区90多公里管网进行全面
清淤疏通、检测修复。截至目前，已完成约65公
里污水管道清淤、疏通、检测，开挖修复300米官
网，整个工程预计12月25日前可全部完成。

在疏通管网的基础上，文昌市水务局还积极
向省水务厅申请技术支持，深入分析文城、清澜两
个污水处理厂“两低”问题的主要原因，并通过检
测、疏通、修复、短程铺管连接等方式，进一步完善
城区污水管网收集功能，实现雨污分流，使得污水
处理厂“两低”问题得到很大改善。

与此同时，文昌全市8家年出栏5000头以上
猪场完成大型沼气池项目建设和改造，全部实现
粪污场内消化；中小型规模养猪场完成栏舍雨污
分流设施改造率达75%以上，并配套建设沼气池
和硬化三级污水处理池设施及建设堆粪场；在北
部畜禽养殖密集、粪污处理难度较大的翁田镇，建
设年产3万吨的有机肥厂。

临高通报3起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问题典型案例

本报临城10月31日电（记者刘梦晓 通讯
员冼启俊 龙开光）近日，临高县纪委监委将今年
来查处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3起典型案例进
行通报。

这3起典型案例分别是：
临高县住建局科员陈定基失职失责问题。

2006年陈定基负责县政府建设县委大院南大门征
用宅基地的权属调查登记工作，不认真履行县政府
通告的要求开展权属登记工作职责，致使没有获得
安置的王某某不断上访，在社会造成不良影响。今
年8月，陈定基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和政务警告处分。

临高县和舍镇城监中队副队长林祥敬失职失
责问题。2015年8月至2016年5月期间，林祥敬
负责城监中队财务工作，不认真履行职责，重复发
放城监中队7名队员误餐补助共0.312万元；利用
职务之便，重复报销车辆维修费0.27万元为个人
开销。今年10月，林祥敬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临高县基础建设发展控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符
朝登失职失责问题。2013年至2014年，符朝登担任
基础公司副总经理期间，以公款报销个人费用0.88
万余元，虚开加油事项报销单位接待费用1.41万
元，公务借款45万元长期不结算冲账。今年10月，
符朝登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和记大过政务处分。

受贿158万元

原海南建设工程总公司
副总经理林道德一审获刑4年

本报海口10月31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
员王娇）日前，海口市美兰区法院依法对原海南省
建设工程总公司（现更名为海南省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林道德受贿案做出一审判决，以受
贿罪判处林道德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40万元；已退出的赃款人民币58万元予以没收，
上缴国库；继续向行贿人郭某某、陈某某等追缴账
款人民币共计100万元，上缴国库。

美兰区法院经审理认为，林道德身为国家工
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本人职权和地位形
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非法收受
他人现金人民币158万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
成受贿罪，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中央环保督察整改进行时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本报三亚10月31日电（记者孙
婧）10月30日，由国家卫生健康委离
退局和省卫健委联合举办的第三轮

“京医老专家百人团智力帮扶海南”
项目支援工作在海南省第三人民医
院启动。

中国中医科学院杨济、西安交通
大学一附院彭波、吉林大学一附院张
大旭、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邱凤
梅四位专家代表第三轮京医专家发
言。他们表示，将发挥技术优势，全力
做好项目工作，向海南人民交出满意
答卷。

启动会后，第三轮“京医老专家

百人团智力帮扶海南”项目首批25
名专家，分别奔赴海口、三亚、陵水
等市县20家医院 15个专业学科开
展“传、帮、带”医疗教学工作，服务
期限为1个月至6个月。其中，海南
省第三人民医院将迎来骨伤、普外、
神经外科、消化内科、肾内科、眼科、
皮肤科等7个专业专家，医院将及时

公告京医专家就诊信息，方便百姓
寻医。

据了解，“京医老专家百人团智
力帮扶海南”项目自2016年12月在
三亚正式启动，至今已实施两轮，约
136名委属委管医院老专家到海口、
三亚、陵水、琼海等12个市县开展了
医疗智力支持工作，开展门诊1.85万

余人次、实施手术440台、抢救危急
重症8次、讲座授课和临床技能培训
1617次、带教1177名青年医生、义诊
95次……“这个项目的初心是旨在提
升海南医疗机构临床重点学科的水
平和专科能力，更好地为海南本地群
众和游客们提供优质医疗保健服
务。”国家卫生健康委离退局副局长

朱尧耿表示。
省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京医

老专家智力支持海南项目是《百万人
才进海南行动计划》“柔性引进人才”
的重要内容，这一项目也取得了显著
的社会效益，使患者在海南的市县医
院就能享受到全国著名专家的高品质
诊疗。

京医老专家第三轮智力帮扶海南项目启动

25名专家分赴我省20家医院开展传帮带

省人民医院专家
通过多学科远程会诊
系统为贫困群众治病

本报海口10月31日讯（记者徐
晗溪 符王润 通讯员汤颖）10月31日
下午，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赵建农、血
液内科主任医师王谷云等专家，在省人
民医院远程会诊中心通过多学科远程
会诊系统，为该院扶贫点、琼中黎族苗
族自治县黎母山镇新林村的两位贫困
村民进行远程会诊，并提出下一步治疗
意见，减少贫困患者看病的路途奔波。

据介绍，远程病理会诊可有效解
决我省市、县医疗机构因病理建设滞
后而抑制其临床技术发展的瓶颈，缓
解各基层医院病理科病理医师缺乏
和临床快速发展的矛盾。有效解决
百姓四处奔波求医而造成的看病难
和看病贵问题。

未来3天南海东北部和中东部有大风天气

台风“玉兔”对我省陆地
和近海无影响

本报海口10月31日讯（记者叶媛媛 通讯
员董立就 翁小芳）海南日报记者10月31日上午
从海南省气象台了解到，今年第26号台风“玉兔”
已于10月30日傍晚前后进入南海的东部海面，预
计11月1日以后逐渐转向偏北方向移动，移速减
慢，强度明显减弱，之后将在南海北部海面减弱消
失。“玉兔”对海南省陆地和近海无影响。

本报嘉积 10 月 31 日电 （记者
丁平 通讯员刘麦）“再也不用忍受
插管的痛苦，现在吃个胶囊就能轻
松完成胃镜检查！”10月 24日上午
10时，博鳌超级医院实施首例磁控
胶囊胃镜检查，来自海南临高的患
者王智永随水吞下一粒安翰磁控胶
囊内窥镜，20分钟后轻松完成了胃
部检查。

做磁控胶囊胃镜检查有哪些注意
事项呢？上海安翰医疗技术有限公司

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做检查的前一天，
受检者要禁食12小时以上，可以饮
水，但不能喝任何带颜色的液体，最好
禁烟酒。

在检查当天，受检者早上起床

后要充分饮500毫升-1000毫升的
水，并在检查前45分钟在医护的引
导下服用祛泡剂、祛粘液剂，其中
如需同时检查小肠的患者还要进
行清肠。

检后，未做小肠检查的患者可马
上进食；反之则需检后5小时后才可
以进食少许固体食物。另外，检后在
确认胶囊排出前禁止做磁共振检查，
尽量远离强磁场地方。

博鳌超级医院执行副院长叶菊贞
表示，安翰磁控胶囊胃镜正式落户博
鳌超级医院，海南的患者现在不用出
岛就可以享受到这种无痛、安全、舒适
的胃镜检查服务。

博鳌超级医院实施首例磁控胶囊胃镜检查

吃个胶囊就可轻松完成胃部检查

预计海洋方面：
11月1日上午
南海东北部和中东部海域风力逐渐加大到7

级～9级、阵风10级～11级，其中台风中心经过的
附近海域阵风12级～13级；中沙群岛附近海面风
力7级～8级、阵风9级～10级；

北部湾海面、海南岛四周海面、西沙和南沙群
岛附近海面风力5～6级、阵风7级。

11月1日下午至2日
南海东北部和中东部海域风力逐渐减弱到6

级～7级、阵风8级，其中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
阵风9级～10级；其余海区风力5级～6级、阵风7
级～8级。
预计陆地方面：

11月1日至2日，受弱的干冷空气影响，全岛
多 云 间 晴 ；最 高 气 温 27℃ ～30℃ ，最 低 气 温
18℃～22℃。

本报临城10月31日电（记者
刘梦晓）海南日报记者10月31日从
临高县有关部门获悉，当前临高困
难群众危房改造工作顺利推进，截

至目前已开工3076户，超过省下达
3000 户 任 务 76 户 ，开 工 率 达
102.5%；竣工 3009 户，竣工率超
100%，2954户困难群众入住新居，

入住率达98.5%。
为保障困难群众住房安全，今

年以来，临高紧盯“2018年11月底
前入住”的目标，严格对照标准，落

实“五个基本”要求，狠抓危房改造
工程进度和质量管理，做好任务分
解，定期进行通报，有效推进脱贫攻
坚农村危房改造工作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