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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走基层

海南自贸试验区、中国特色自贸港建设进行时

奋力实现开门红

本报三亚1月31日电（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王妍馨 刘昌）“2019年
春节期间的客房几乎预订完了，有了
可靠的供电，客栈不愁没生意。”1月
30日，三亚西岛民宿小康别苑的老
板黎小康兴奋地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每年的春节黄金周，他就怕停电歇
业。1月29日，新铺设的10千伏西
岛海底电缆正式投入使用，他心里十
分高兴。

1月29日，南方电网三亚供电局
在春节来临之际，为西岛居民送上了
一份“礼物”。当天15时59分，该局
新铺设的10千伏西岛海底电缆经过
10余个小时空载试运行后，开始向
西岛上的用户供电。近年来经常受
停电困扰的西岛居民今年将用上舒
心电。

对于西岛居民来说，当天的喜
悦不亚于 18 年前西岛第一次通
电。2001年，首条海底电缆铺上西
岛后，西岛居民告别了煤油灯，西岛
旅游快速发展。然而，作为西岛唯
一的能源动脉，该条海底电缆十几
年来多次遭到外力破坏，修复多处，
已不能保障正常供电。

为此，三亚供电局从去年9月底
开始谋划新电缆铺设工作，经过南方
电网海南电网公司、三亚市政府等多
方努力，新电缆于2019年1月10日

正式开工铺设。
三亚供电局设备部副主任丁旭

介绍，最近完工的10千伏海底电缆
工程投资约2763万元，总长约5.8公
里，大电缆直径为500平方毫米，能
够承载更大电流，可满足西岛发展用

电需求。
西岛新海底电缆投入使用不到

半小时，作为唯一常年驻守西岛的电
工，三亚供电局天涯供电所员工麦永
岁便在微信朋友圈发了一条信息公
布了这件喜事，并提醒西岛居民如有

用电困扰可第一时间联系他。
麦永岁说，自己在西岛长大，年

前西岛家家户户都在备海鲜年货，而
储藏年货都离不开电。为让西岛居
民过个好年，他每天都骑车穿梭在西
岛各条巷子检查低压线路，他的手机

号码成了24小时服务热线。
据悉，为了给广大市民游客创造

更加舒适、安全、有序的旅游度假环
境，三亚供电局提前部署春节保供电
工作。截至1月30日，各项巡检整改
工作已接近尾声，即将进入保电阶段。

新铺设的10千伏西岛海底电缆近日投用

三亚西岛居民用上了舒心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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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 1月 31 日讯 （记者
郭萃）“按照目前的施工进度，我们
争取2019年春节前完成北区第一
施工段筏板基础浇筑。”1月31日，
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二期项目负责
人 施 志 全 告 诉 海 南 日 报 记 者 ，
2018年 11月 28日开建以来，海南
国际会展中心二期项目目前已完
成地下室基坑支护及工程桩施工
任务，按计划，今年 4 月 1 日将进
行钢结构开吊，7 月完成结构封

顶，12月竣工。
1月31日下午，位于海口滨海大

道的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二期项目工
地内传出机器的轰鸣声，30余台挖
掘机等机械设备来回穿梭，近百名工
人正在紧张有序地施工。施志全告
诉海南日报记者，项目工地分北区和
南区，共11个施工段，施工高峰期现
场有挖掘机、桩机68台，近400名工
人同时作业。

“我们目前正在进行基坑承台施

工。”施志全介绍，施工现场地形南
高北低，地势落差约4米，地质条件
较复杂，施工难度较大。项目代建方
海南云盛投资有限公司让桩机不停
工进行基坑支护和止水帷幕施工，

“按照目前的施工进度，我们争取在
2019年春节前完成北区第一施工段
筏板基础浇筑。”

为加快推进项目建设，按时保质
完成施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二期项
目的施工方通过安排工人高效穿插

施工，合理缩短工期。“由于项目工期
短，我们施工不按常规工序推进，尽
可能让不同工种的工人同时操作。”
施志全说，即将到来的春节假期，将
有80多名工人坚守工地，保证项目
建设不停工。

据了解，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二期
项目总投资20.19亿元，总建筑面积
约19.8万平方米，展馆面积8.68万
平方米。该项目以海鸥为造型，展馆
地面一层为大跨度钢结构单体建筑，

特色鲜明。
“二期项目将与一期连接成一

个有机整体，建成后将成为国内领
先的现代化绿色智能会展场馆。”海
口市会展局局长蔡俏表示，海南国
际会展中心二期项目投入使用后，
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届时将可承办展
览面积达12万平方米的国际大型
展会，可以举办1万人的会议和多
种形式的节庆宴会活动，进一步提
升海口的承展能力。

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二期项目加快建设
力争今年12月竣工，建成后将提升海口办展能力

三亚严查“先买房再补社保”等骗购行为

违规房企将被停发预售证

本报三亚1月31日电（记者梁君穷）为打击
“先买房再补社保”等骗购行为，三亚市住建局1
月31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大房地产领域违法违
规销售和虚假宣传等行为查处力度的通知》（以下
简称《通知》）。《通知》提出，房地产开发企业采取

“先登记支付房款、后补交社保或个税”方式售房
的，将被停发预售许可证，并列入三亚诚信体系

“黑名单”。
三亚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最近有群众

反映称，个别房地产企业在销售时宣称“岛外居民
可以先登记买房，支付部分或全部房款，再缴纳社
保或个税满两年（五年）后办理相关购房手续”。
此类售房行为意图规避相关调控政策，严重扰乱
了三亚房地产市场秩序，该局将严肃查处。

■ 本报记者 符王润 通讯员 全锦子

1月28日11时许，海口市人民医
院肝胆胰外科的主治医师周帅配合主
刀医生，完成了当天上午的第二台手
术。“现在我们无论是手术的速度还是
质量，都比10年前提高了很多。以前
我们一个上午只能做一台手术，现在
一天可以做六七台手术。”

从读研究生时开始就在肝胆胰外
科学习和工作的周帅，经过10年的锻
炼，如今已成为科室的年轻骨干医
生。1月3日，周帅担任主刀医生——
肝胆胰外科主任张剑权的助手，独立
成功完成了我省本地医院开展的首例

“达芬奇”机器人胰十二指肠切除术。
张剑权介绍，与传统外科手术相

比，“达芬奇”机器人手术具有明显优
势——其突破了人手的局限，在原来
手伸不进的区域，机器手灵活移动，完

成分离、切开、缝合、打结等动作，比人
手更灵活，且机械手上有稳定器，不会
出现抖动的情况，避免了手术中因手
抖动误伤神经和血管的意外。

“胰头处于腹腔的中心区域，与多
个重要器官紧密连接。胆总管下段、胰
头及十二指肠乳头等发生病变，有时需
要将胰头部、十二指肠、胆囊、胆总管、
部分胃一起切除，同时施行胰腺空肠、
胆管空肠和胃空肠三个吻合，有时还要
放置空肠营养管，难度极大、风险极高、
操作极为复杂，特别是腔镜下的操作要
求精准度更高，被称为‘腹腔镜医生的
喜马拉雅山’”。张剑权介绍，胰十二指
肠联合切除术在肝胆外科领域属于难
度最大的标志性手术之一。

“‘达芬奇’机器人有4个手臂，其
中两只手臂分别代表主刀医生的双
手，一只手臂代表了医生的双眼——
它自带光源，有摄像头，放大20倍手

术视野并以 3D立体方式呈现给医
生。”张剑权说，实施手术时外科主刀
医生不与病人直接接触，通过三维视
觉系统和动作定向系统操作控制，医
生手指、手腕和手臂的动作通过传感
器输入计算机，并同步翻译给机器人
手臂，机械手臂模拟外科医生的手部
动作，完成手术操作。

“开展‘达芬奇’机器人手术对主
刀医师、助手、护士、麻醉医师的要求
都很高。”张剑权表示，开展“达芬奇”
机器人手术，医生必须有丰富的外科
手术经验，对解剖区域的组织和操作
的力度要有很精确的把握。

2018年12月29日，海口市人民
医院正式引进这个国际顶级的“达芬
奇”机器人手术系统。如今，该院肝胆
胰外科和泌尿外科均已成功运用“达
芬奇”机器人开展手术，妇产科和胃肠
外科的医疗团队也已接受了培训，准

备陆续开展此类手术。该院开展的
“达芬奇”机器人手术让患者在岛内就
能接受高水平的微创手术治疗。

罗马并非一日建成。这些本土团
队能够成功完成这项高水平的手术，
有赖于长年的微创手术经验积累。

“我记得我刚到医院的时候，虽然
科室也已经开始做微创手术，但手术
水平总体还不够高。”10年前，作为医
院重点引进的人才，张剑权从北京大
学附属北大医院博士毕业不久后来到
海口市人民医院工作，担任肝胆胰外
科的负责人。

在此后的10年里，在张剑权的带
领下，一支能够开展高水平微创手术
的团队逐步成长起来。“这是我们开展
腹腔镜胰十二指肠切除术的视频，你
看到的这个手术胰肠吻合口，其实只
有我们的笔芯这么大。”在张剑权的办
公电脑里，存放着很多微创手术的视

频，这是他参加国内各种学术会议所
用的交流材料。

“张主任除了在临床上对我们要
求严格，也鼓励我们重视科研教学，科
研能够更好地锻炼我们的临床思维。”
周帅说，科室里像他这样的中青年医
生，这些年几乎每天的日程都安排得
满满的，除了要做好临床工作，还要利
用业余时间开展科研，“要做好微创手
术，平日的练习也十分重要。我们一
有空也会通过医院的模拟训练器不断
进行练习。”

如今，张剑权已经把自己完全看
成了一名本土医生。“作为海南引进的
外来人才，要想把事做好，一定要落地
生根。光是一个人能干是不行的，最
重要的是要培养出一支本土的团队，
要善于发现人才，培养人才，搭建起完
整的人才梯队。”

（本报海口1月31日讯）

海口市人民医院成功开展高难度“达芬奇”机器人手术

外来人才10年锻造高水平医疗团队

中国热科院椰子所与我省企业签约

院企合作 做强椰业
本报海口1月31日讯（记者王玉洁 实习生

林承婷）近日，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椰子研究所与
海南鑫石投资有限公司签署椰子生产技术服务合
作协议，为后者种植椰子提供为期15年的技术跟
踪服务，为椰子产业发展注入科技力量。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椰子研究所长期开展椰子优良品种的选育和推广
工作，培育了文椰2号、文椰3号、文椰4号等一系
列优良品种，同时形成了包括育苗、标准化栽培种
植等在内的核心技术。

根据合作协议，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椰子研
究所将为海南鑫石投资有限公司提供芽苗育苗、
栽培管理、采后保鲜加工等椰子生产集成技术，助
推海南鲜食椰子新品种推广。双方将合作在海南
西部地区打造20万亩椰子种植园，顺应国内市场
对鲜食椰子的需求，为百姓餐桌提供高品质的鲜
食椰子，推动海南椰子产业发展。

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1月30日12时-1月31日12时）

城市名称

海口市

三亚市

五指山市

空气质量级别

优

优

优

PM2.5浓度
（微克/立方米）

16

11

8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32

24

15

发布单位:海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保亭去年
淘汰570辆高污染机动车

本报保城1月31日电（记者易宗平 通讯员
黄立明）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商务局最新统计数
据显示，2018年该县多部门合作，淘汰了570辆
高污染排放机动车，并实施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
工程。

2018年，保亭商务、环保、交警、财政等部门
联合开展高污染排放机动车淘汰工作，淘汰了
570辆高污染排放机动车，其中黄标车529辆、老
旧汽车41辆。

在消减高污染排放机动车的同时，该县严查
“冒黑烟”车辆，禁止农用车进入城区。该县还加
强对机动车油品质量的监督检查，严厉打击非法
生产、销售不合格燃料的违法行为。

为适应市场需求，保亭已启动实施新能源汽车
推广应用工程。预计到2020年，该县将累计推广
新能源汽车500辆以上、建设充电桩170个以上。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通讯员 王信隆

“我每天早上都要起很早来喂牛，
虽然辛苦了点，可一想到能靠着它们
脱贫致富，就干劲十足！”1月29日，
在临高县东英镇灵山村文祖村民小组
肉牛标准化养殖基地（以下简称肉牛
养殖基地），贫困村民符光超说起自己
在肉牛养殖基地喂牛的工作，对未来
充满希冀。

过去，符光超一家人的收入来源
主要是种地，然而村里人多地少，灌溉
条件差，一年下来收入不高，有时候遇
到天灾，连最基本的生活都很难保
障。2018年8月，灵山村建起了肉牛
养殖基地，符光超以扶贫资金入股该
基地，由农民变“股东”。“刚开始我并
不理解这样的变化对我有什么好处，
穷都穷习惯了，没奢望能过上好日
子。”他说。

可很快，符光超的态度就发生了
改变。

“阿超会养牛吗，要不到基地去打
工学养牛？”符光超回忆，肉牛养殖基
地建成不久后，灵山村党支部书记、村

委会主任张学斌就找到他。
“没有养过牛，不会什么技术也可

以吗？”符光超疑惑地问，张学斌的一
席话打消了他的顾虑，“张书记说有技
术人员教我们学技术，每个月还有工
资领，我一想这是好事啊！”

“好的养殖环境，可以增强牛的
体质，让牛在你的牛舍里健康成
长。”说干就干，张学斌很快就组织
了包括符光超在内的几名贫困村
民跟着技术员方照山学习养牛技
术。对贫困村民的疑问，方照山一
一解答。

符光超抓住机会认真学习，如
今已从一名养牛门外汉蜕变成肉牛

养殖基地的养牛能手，每月可领工
资3000元，极大改善了家里的生活
条件。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东英镇在
推进脱贫攻坚工作中用好扶贫资
金，实施了一批发挥当地资源优势、
经济效益好的产业扶贫项目，引进
海南临高东旭牧业发展有限公司在
灵山村文祖村民小组打造肉牛养殖
基地，基本实现了“一村上一品，一
品带一村”的目标。

作为临高重点产业扶贫项目的肉
牛养殖基地，占地面积230亩，采用

“公司＋合作社＋贫困户”的模式养
殖肉牛，吸纳了900万元产业扶贫资

金，让东英镇450户贫困户和调楼镇
武莲村11户低保户成为基地的“股
东”。同时，该基地还雇佣周边村庄
的贫困村民为养殖管理员，增加他们
的务工收入。

目前，肉牛养殖基地养殖规模达
200头。按照计划，5年内该基地将扩
大黄牛养殖规模至1500头以上，实现
年出栏肉牛800头、年产值1600万元
的目标。扩大养殖规模后，基地将采
取分散养殖肉牛模式，鼓励周边村庄
贫困村民领取小牛自主养殖。基地提
供技术指导，并负责回收肉牛，进一步
增加贫困户的收入。

（本报临城1月31日电）

临高东英镇发展肉牛产业吸纳450户贫困户入股

养牛脱贫“牛劲足”

海口美兰机场智能化航旅平台投用

提供安检通道推荐等服务
本报海口1月31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

云蕾 汤雅飞）近日，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智能化航
旅信息服务平台上线运行。该平台将在线上线下
为旅客提供多方面人性化服务。

据了解，为建设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智能化
航旅信息服务平台，美兰机场已安装了129台
智能化旅客信息导示设备，可为旅客提供实时
定位、航班动态信息查询、获取周边商品信息、
乘机流程提示、安检通道推荐、急客催促、登机
口位置提醒、到港交通方案推荐等实时信息服
务，还可帮助旅客实时了解机场环境和各项机
场服务设施情况。

近年来，美兰机场不断为旅客探索智能化出
行方式，加快软硬件设施设备升级步伐。去年4
月，美兰机场正式启用旅客临时乘机证明自助办
理系统，需要办理临时身份证明的旅客只需30秒
即可获取证明，大大减少了旅客办理乘机证明及
排队等候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