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气象局发布大雾四级预警
多市县今日将现大雾天气

本报海口12月20日讯（记者叶媛媛 通讯
员许嘉）海南省气象局于20日16时发布大雾四
级预警：预计21日早晨，海口、澄迈、定安、临高、
屯昌、文昌、琼海、白沙、乐东等市县将出现能见度
小于500米的雾。

海南省气象部门提醒，雾天行车能见度低，视
线不清，驾驶员容易产生错觉，因此在雾中尽量低
速行驶，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车距；此外，雾天
行驶一定要使用防雾灯，尽量不要猛踩或者快松
油门，更不能紧急制动和急打方向盘，防止追尾事
故的发生。

20日夜间到21日白天：北部，多云，早晨
有雾，最低气温19-21℃，最高气温28-30℃；
中部，多云，局地早晨有雾，最低气温 18-
20℃，最高气温27-29℃；东部，多云，局地有
小雨或雾，最低气温19-21℃，最高气温27-
29℃；西部，多云，局地早晨有雾，最低气温
18-20℃，最高气温28-30℃；南部，多云，局
地早晨有雾，最低气温19-21℃，最高气温
28-30℃。

21日夜间到22日白天：北部，多云，局地
有小雨，最低气温 20-22℃，最高气温 27-
29℃；中部，阴天间多云，局地有小雨，最低气
温19-21℃，最高气温28-30℃；东部，阴天间
多云有小雨，最低气温19-21℃，最高气温
27-29℃；西部，多云，最低气温18-20℃，最
高气温28-30℃；南部，多云，最低气温20-
22℃，最高气温29-31℃。

天气预报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天然橡胶“保险+期货+扶贫”项目为胶农兜底

白沙胶农获赔1292万元

12月 19日，万宁南桥镇
的海南四方种养业观光休闲家
庭农场内，贫困村民胡昌明正
在采摘冬季瓜菜——蒲瓜。

据了解，南桥镇与海南四
方种养业观光休闲家庭农场合
作，免费向贫困户提供种子，还
定期指导种植技术，培育贫困
户“造血”功能，助贫困户持续
增收，此外，农场还聘用了27
名贫困村民务工，以就业促脱
贫。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瓜菜种植
助脱贫

本报牙叉12月20日电 （记者
王培琳 曾毓慧 通讯员梁振宁 黄明
川）12月19日，白沙黎族自治县委、
县政府与上海期货交易所在牙叉镇
对俄村举行天然橡胶“保险+期货+
扶贫”理赔现场会。

人保财险海南省分公司相关负
责人在会上宣布，确认支付白沙全县
10个乡镇胶农保险赔款 1292.4 万
元，户均赔付1006元，19日起将全
面启动各胶农赔付金额的公示工作。

据悉，白沙是民营橡胶种植大
县，种植面积达63万亩，实际开割面

积30多万亩，年产干胶2万多吨。
橡胶收入在农民家庭收入中的占比
高达60%—70%。近年来，由于橡胶
价格持续低迷，给胶农的经济收入造
成极大伤害。

对此，白沙县委、县政府积极推
动实施天然橡胶价格指数全覆盖。
2017年6月，在上海期货交易所的大
力支持下，白沙县政府与人保财险海
南省分公司和新湖期货公司三方携
手，在国内首推天然橡胶“期货+保
险”扶贫保险项目试点工作，承保南
开乡胶农的橡胶1483吨，保险金额

2090.64万元，保障胶农978户，投保
的保险费获上海期货交易所的支持。

当年合约期满，白沙胶农获得保
险赔付款50.4万元，平均每人获得赔
款500元，惠及胶农978户，其中贫困
户352户，让白沙胶农尝到了用保险
手段，解决橡胶产业发展困境的甜头。

今年伊始，白沙实施天然橡胶
“期货+保险”项目全覆盖战略，县政
府专门成立了天然胶价格保障项目
工作领导小组，在10个乡镇铺开推
广“保险+期货”项目，在打安镇试点
开展价格收入保险项目。

在上海期货交易所1000万元支
持投保1.1万吨橡胶的基础上，白沙
县财政多方筹集资金950万元，其中
550万元用于增加5650吨橡胶“保
险+期货”的投保，400万元用于打安
镇天然橡胶收入保险的试点工作，多
管齐下实现了白沙11个乡镇2万吨
橡胶全部投保的目标。

为了支持白沙县政府做好天然橡
胶“保险+期货+扶贫”项目，上期所批准
新湖期货、浙商期货、中期期货协助白
沙制定橡胶入市对冲方案。新湖期货
承保10650吨干胶，其中5650吨的

470万元保费由白沙县政府补贴，共承
保7865人，含2771名贫困群众；浙商
期货公司承保4000吨干胶，共承保
2805人，其中贫困群众878人；上海中
期期货公司承保2000吨干胶，共承保
2171人，其中贫困群众794人。

人保财险海南省分公司总经理
助理葛锦宏表示，该公司将全力以赴
做好白沙胶农的赔付工作，赔款的公
示将立即在各乡镇全面展开，完成之
后支付胶农的赔款，将由省公司直接
打入胶农的一卡通账户，确保胶农迅
速获得保险赔款。

保亭集中赔付橡胶价格保险

2419户贫困户受益
本报保城12月20日电（记者易

宗平）“能及时得到保险赔付，我很高
兴！”12月20日，保亭黎族苗族自治
县什玲镇抄寨村村民黎强领到了
12742.46 元橡胶价格保险赔付款。
当天，保亭举行了集中赔付仪式，像黎
强这样获得相应赔付的胶农共有
4327户，总金额278万余元。

据了解，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海南分公司与招商期货有限公
司合作，在保亭实施天然橡胶“保险+
期货”扶贫项目。

2018年8月22日，保亭天然橡胶
“保险+期货”扶贫项目完成落地出单
工作，试点承保该县建档立卡贫困橡
胶种植户及保城、什玲两个乡镇的非
贫困橡胶种植户。该项目共承保胶农
4327户，其中贫困户2419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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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榜：主题活动首批青年文明号创建示范点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1.海口港海关综合业务科

2.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

3.海南邮政11185客服中心

4.海南博鳌机场管理有限公司

5.海口市12345政府服务热线

6.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刑警大队

7.海南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导游服务部

8.中石油海南销售有限公司海口洁力加油站

9.中免集团三亚市内免税店有限公司客户管理部

10.国家税务总局海口市美兰区税务局海甸办税服务厅

11.海南铁路有限公司海口车务段海南动车队东环乘务班组

12.三亚市民游客中心12345政府服务（12301旅游服务）热线

13.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海口市分公司海口市美银营业厅

黑榜：青年文明号专项整顿名单
一、撤销青年文明号称号名单
1.三亚海源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2.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琼海供电局变电管理所继保班
3.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儋州供电局变电管理所继保班
4.海口海事法院三亚法庭
二、撤销青年文明号创建资格名单
1.陵水县公安局陵城派出所
2.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定安县分公司
3.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琼海市分公司
4.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乐东县分公司江南路营业厅
5.中石油海南销售有限公司儋州城北加油站
6.中石油海南销售有限公司儋州东城加油站
7.中石油海南销售有限公司三亚交协加油站
8.中石油海南销售有限公司文昌迎宾加油站
9.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琼中供电局变电管理所巡操班
10.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澄迈供电局市场营销部业扩班
三、取消青年文明号称号名单
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海口供电局输电管理所电缆班

海南省创建青年文明号活动组委会关于“擦亮青年文明号助
力海南自贸区”主题活动第一批青年文明号红黑榜的通报

青年文明号活动是立足岗位建功创优、促进职业青年成才、
推动职业文明进步、争创各行各业一流的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
动。在共青团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和各级党委政府、各
行各业的大力支持下，海南青年文明号已成为团结引领广大职业
青年投身经济特区改革发展生动实践中的一道靓丽风景线。海南
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办公室（省委自贸办）、省委宣传部、
共青团海南省委、省创建青年文明号活动组委会联合主办“擦亮
青年文明号 助力海南自贸区”主题活动，推出“大学习、大培
训、大创建、大宣传、大示范”五大工程、十大项目，精准聚焦
营商环境，在全省一线服务行业、单位、窗口掀起创建青年文明
号热潮，团结带领全省各级青年文明号集体和各界团员青年在打

造一流营商环境、助力自贸区（港）建设实践中勇当先锋、做好
表率。

为了推动主题活动顺利开展，针对300多家2015-2016年度
国家级、省级青年文明号命名集体和2017-2018年度国家级、省
级青年文明号创建集体，省创建青年文明号活动组委会办公室组
织开展了暗访督导、自查自评、征求意见、会议研究及市县行业
逐级推荐，结合工作实际，现公布主题活动首批青年文明号创建
示范点13家，通报撤销青年文明号称号4家、取消1家，撤销青
年文明号创建资格10家，列入整改126家，激励创建，鞭策后
进，凝聚合力，营造助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的良好社会氛围。

名单如下：

洋浦开展化妆品经营行业
法律法规培训班

本报洋浦12月20日电（记者林晓君 通讯员
林思均）为进一步规范化妆品经营秩序，落实化妆
品经营者质量主体责任，营造放心安全的化妆品消
费环境。12月19日，洋浦经济开发区食药监局开
展化妆品经营行业法律法规培训班，全区共40余
家美容美发、化妆品经营单位负责人参加。

此次培训邀请了化妆品稽查专家授课，系统
讲授了《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化妆品标识管理
规定》《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实施细则》等相关法
律法规。并结合近期对化妆品抽检摸底调查和投
诉举报情况，对化妆品经营市场存在的主要问题、
违反相应法律法规条款进行了分析讲解。

洋浦食药监局有关负责人表示，通过开展此
次培训，有效促进化妆品监管工作制度建设，强化
化妆品经营人员自律意识，规范化妆品经营行为，
进一步推动了化妆品经营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的落实。

本报海口 12月 20日讯 （记者
王玉洁 通讯员张鹏飞）12月20日，
海南省“擦亮青年文明号 助力海南
自贸区”主题活动在海口启动。该活
动以创建青年文明号为载体，以在全
省一线行业、单位、窗口服务的青年
为骨干力量，围绕全省各项改革措施
的落地施行，精准聚焦打造一流营商
环境，引领青年为海南建设自由贸易
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贡献
力量。

共青团海南省委有关负责人介
绍，省委书记刘赐贵在省第七次团代
会上指出，全省很多窗口行业从业人
员都是青年人，他们的言行举止、服务

水平直接影响和代表着海南形象，要
引导广大青年做到诚实守信、童叟无
欺、文明待客，为加快形成法治化、国
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和公平统一
高效的市场环境提供思想保证、精神
力量和道德滋养。“这一活动旨在围绕
全省实施的各项改革措施，发挥青年
文明号的示范引领作用，让青年熟政
策、知流程、精业务，提高服务能力，树
立‘窗口’形象。”

据了解，该活动聚焦人才队伍培
育、服务质量提升、工作机制创新等工
作，实施“大学习、大培训、大创建、大
宣传、大示范”五大工程、十大活动项
目，策划推出“群众点单 青年跑腿”

“问询帮（代）办”“机制创优 流程再
造”等举措，推动“青年文明号+青年
岗位能手+青年技能大赛”融合发展，
引导职业青年立足岗位创优、提供专
业服务、开展志愿行动、参与脱贫攻
坚，擦亮青年文明号招牌。

活动分三个阶段进行：到2018
年年底，专项整顿317家省级以上青
年文明号，推出一批创建示范点，建
立监督员队伍；到2019年年底，开展
一线服务行业大创建、大联建、大联
创，实现青年服务态度、业务水平提
升；到2020年年底，推进一线服务行
业单位诚信建设和服务标准化建设，
培养一批岗位能手、创建一批示范窗

口、打造一批服务品牌。同时深化
省、市县、行业联建联动，构建国家、
省、市县（行业）三级文明号体系。

“我们正全面开展青年文明号专
项整顿提升工作，让各界青年精气神
强起来、群众企业办事快起来、全省

‘窗口’形象亮起来。”该负责人介绍，
这次整顿采取最严格的标准，确定公
布首批13家青年文明号创建示范点，
并将其列入“红榜”；同时撤销4家单位
的青年文明号称号、取消1家，撤销10
家单位的青年文明号创建资格，将创
建工作抓得不实、服务质量不高、群众
反响较差的青年文明号列入“黑榜”，
还要求126家青年文明号限期整改。

据悉，青年文明号是海南共青团以
青年为主体、立足岗位建功，聚力服务
党政中心、服务社会需求、服务青年成
长的一个品牌项目。24年来，海南在全
省34个行业领域1000多个青年集体
中开展青年文明号创建活动，先后建成
246家国家级青年文明号，数千家省级
青年文明号及行业、市县级青年文明
号，涌现出一大批青年岗位能手、青年
标兵、青创先锋和文明形象大使。

活动由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
办公室（省委自贸办）、省委宣传部、共
青团海南省委和省创建青年文明号活
动组委会联合主办，海南日报报业集
团、海南广播电视总台协办。

海南启动“擦亮青年文明号 助力海南自贸区”主题活动

引领青年提高服务质量 擦亮“窗口”形象

海口市第二届中医药文化养生节举行
琼沪名医为市民把脉开方

本报海口12月20日讯（记者符王润）12月
20日上午，由海口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
办，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海
口分院（海口市中医医院）承办的海口市第二届中
医药文化养生节惠民活动在海口市中医医院举
行。活动现场，海南和上海的名中医为市民把脉
开方，推广中医药文化。

此次养生节惠民活动形式多样，有治未病的
健康中医体检免费服务，如中医经络检测、中医体
质辨识及养生方案咨询等；也有传统中医疗法体
验，如针灸，中医推拿，拔火罐等；还有中医养生药
茶品尝体验、中医养生操示范、中医康养保健天灸
咨询等活动。

海口市中医医院有关负责人表示，通过举办
此次以“中医养生·共享健康”为主题的活动，倡导

“中医药在你身边”中医康养治未病的理念，向群
众指导中医药饮食、起居、情志调摄、食疗药膳调
理、运动锻炼等养生保健知识，更好地传承与推广
了中医药文化。

■ 本报记者 郭畅

无血缘关系的骨髓配对成功率有
多少？大约是十万分之一！人海茫茫
中，这十万分之一的极小概率，将琼中
加钗农场职工子弟韦凌和上海一位27
岁年轻患者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
起。12月19日，海南省第95例造血干
细胞捐献顺利采集完成。20日，在琼中
黎族苗族自治县红十字会，捐献志愿者
韦凌接受了海南日报记者的专访。

韦凌出生于琼中加钗农场，目前
是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一所学校
的教师。韦凌回忆，2012年，在一次
单位集体献血活动中，自己填写了志
愿捐献造血干细胞的申请表，成功加

入了中华骨髓库，同年9月，在海南进
行骨髓HLA初配及高配。

12月19日，韦凌成功在海口市
人民医院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采集
212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捐献的

造血干细胞在省红十字会志愿者护送
下抵达上海，已于当天晚上进行移植，
寒冬里，一个年轻的生命将获得新生。

“从填表的那一刻起，我就希望将
来有一天能够配对成功，足足等了6

年。”韦凌说，参加工作后，自己坚持每
年献血，志愿服务是自己的一份人生
追求。成功捐献后将在琼中休息一段
时间，然后再回到工作岗位上。

（本报营根12月20日电）

琼中加钗农场职工子弟韦凌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

爱让我们“生命相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