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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2月3日讯（记者况昌
勋）2月3日上午，省长沈晓明主持召
开七届省政府第21次常务会议，研究
部署2019年春运工作等事宜。

自1月21日以来，我省春运总体
井然有序、安全畅通，推行了过海预约
制等12项措施确保琼州海峡过海畅
通，增加进出海南航班预计超3600架
次。会议强调，要提高思想认识，全力
保障我省春运有序、安全。各单位要
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决克服

麻痹思想，强化问题导向、底线思维和
忧患意识，切实履行春运期间琼州海
峡和机场运输保障工作职责，层层压
实安全生产责任。要切实保障旅客来
得了、走得好。针对可能出现的恶劣
天气、车客激增等情况，做好备足应急
物资、疏导标语和增设便民服务点等
人性化服务工作；相关单位主要领导
要靠前指挥，强化春节车流客流进出
岛大数据分析，准确预判、科学调度、
提升效率，确保群众出行安全便捷、保

障重点物资运输畅通。要深化团结协
作，有效提高突发事件预防和应对能
力。加强多方协调互动，借鉴去年抗
雾保运的一些成功做法，未雨绸缪，共
享春运信息，强化预警联动和应急响
应，努力为全省人民和来琼旅客营造
良好春运氛围。

会议讨论了《海南省清洁能源汽
车发展规划（送审稿）》。会议强调，要
从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高度认识
清洁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重要性，将

其作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的标
志性项目之一扎实推进。要积极争取
企业等各方面的支持和参与，通过推
广应用带动清洁能源汽车研发、生产、
销售、会展等全产业链发展。要加强
舆论宣传，凝聚共识。

会议讨论了《海南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关于支持产业项目发展规
划和用地保障的意见（试行）》。文
件针对我省产业用地灵活性不足、
土地产出效率不高等问题，围绕规

划管理、供地方式等方面创新体制
机制。

会议还听取了我省部分地区非法
采砂破坏生态问题专项督察整改工
作进展情况汇报和2018年全省两违
整治工作报告；讨论了《海南省人民
政府关于鼓励存量商品住宅用地转
型利用和解决有关历史遗留问题的
实施意见（送审稿）》《海南省产业园
区规划布局和产业定位调整方案（送
审稿）》等文件。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研究部署2019年春运工作等事宜

本报海口2月3日讯（记者王培
琳 通讯员陈明皓）经过半年多的部
署筹划，中国工商银行海南省分行自
由贸易账户（以下简称FT账户）系统
投产上线正式启动。2月2日上午，
该行举行FT账户系统投产上线揭牌
仪式。

据介绍，工商银行海南省分行FT
账户具有五个方面的优势，一是能够
为客户提供方便、快捷、全方位的全球
金融服务。二是FT账户中的资金成
本低，可以通过自贸区分行从其总行
拆入减低成本资金。三是汇率优势，
FT账户中的汇率是离岸汇率，如果企
业有结售汇业务需求，企业多了一个
选择，可以选择在岸或离岸汇率进
行。四是FT账户是多币种可兑换账
户，客户使用方便、灵活，效率高。五
是资金划转规则优势，基本规则是一
线便利、二线管住。

海南工行FT账户系统
正式投产上线

为了让人才安居乐业，解除人才来琼创
新创业的后顾之忧，让住房保障政策真正惠
及广大人才，根据《中共海南省委办公厅 海
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引进人才住
房保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琼办发〔2018〕
41号）和《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海南省
财政厅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印发
〈关于实施引进人才住房保障有关问题的通
知〉》（琼建房〔2018〕251号）等文件，现将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我省首批人才住房租赁补贴和购房补贴
将于2019年2月13日至2019年2月23日
工作日时间开始受理申报。符合要求的人才
住房保障对象，可向用人单位提出申请，并提
交个人有关材料。用人单位按要求向属地人
才服务“一站式”平台申报；省属事业单位向
省级人才服务“一站式”平台申报。

欢迎各位人才和用人单位来电咨询。各
人才服务“一站式”平台联系电话如下（区号：
0898）。

省级（受理省属事业单位申报）：
66501217、66752521，海口市（12345 转人
才专席），三亚市（38860878、38221837），儋
州市（23322275），琼海市（62629306），文昌
市（63216172），万宁市（62239608），东方市
（25501366），五指山市（86627915），乐东县
（85597886），澄迈县（67489778），临高县
（28264988），定安县（63830350），屯昌县
（67819051），陵水县（38321596），昌江县
（26699330），保亭县（83660701），琼中县
（86232927），白沙县（27726177），洋浦经济
开发区（28827722）。

中共海南省委人才发展局
2019年2月3日

公 告

本报海口2月3日讯（记者陈蔚林）2月1日
下午及2月3日上午，省委宣传部分别组织检查
组，到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海南广播电视总台进行
节前安全检查，并向全省新闻舆论工作者致以新
春祝福。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肖莺子带队检查。
2月1日下午，检查组一行来到海南日报报

业集团，对海南日报采编中心、海南日报新媒体
部、南海网及印刷厂进行走访检查并听取相关
情况汇报。检查中，肖莺子对海南日报报业集
团过去一年的工作，特别是媒体融合发展工作表
示充分肯定。她要求，在下一步工作中，海南日
报报业集团要坚持“稳”“安”“新”三个原则，在把
握稳中求进总基调和确保内容、出版、印刷安全
的前提下出新出彩，做到媒体融合发展有新举
措、南海网提升工程上新台阶、国际化传播工作
有新气象。

2月3日上午，检查组一行在海南广播电视总
台先后检查了电视播控、大集群演播区、广播直播
室和播控中心，听取了各个播出重要岗位的工作
情况汇报，询问了各播出环节突发事件应急处理
的手段和流程。检查组要求，海南广播电视总台
要高度重视春节期间的安全播出工作，进一步规
范岗位管理制度，细化安全播出应急预案，对播出
设备进行严格检测，确保各种设备运行正常，确保
春节期间广播电视安全播出。

检查组还对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海南广播电
视总台近期重点工作作出了具体指导。

省委宣传部对省内主要媒体进行
节前安全检查

稳中求进 出新出彩

本报海口 2月 3日讯 （记者刘
操）1月20日上午，省政协主席毛万
春一行来到临高县皇桐镇，看望慰问
困难群众，向他们送上慰问品、慰问金
和新春祝福。

慰问组一行首先看望慰问了和正
村的留守儿童。毛万春详细询问孩子
们的生活状况、学习情况，鼓励他们认

真读书，用知识改变命运，用奋斗创造
幸福，未来成长为有用的人才。

62岁的和正村村民王家堂，大女
儿在村里当保洁员，另外2个子女在
校读书，肢体一级残疾的妻子和83岁
高龄的老母亲均需要照顾，家庭的经
济负担很重。毛万春来到王家堂的家
中，面对面和他拉起了家常，关切地询

问他家里的状况、老人的身体情况、生
活中还有什么困难，并为他送上了慰
问品及慰问金。毛万春鼓励王家堂要
增强信心，在党和政府帮助下，把日子
过得越来越好。

毛万春来到群城村，看望慰问63
岁的优抚对象王新民。毛万春详细询
问他的身体、家庭等情况，感谢他为国

家作出的贡献，叮嘱王新民保重身体，
安享晚年。

冬日暖阳里，皇桐镇敬老院一派
静谧祥和，8位特困老人在这里安享
晚年时光。在敬老院活动室，毛万春
与老人们亲切交谈，询问他们吃得好
不好、住得习惯不习惯。他叮嘱临高
县相关负责人要和困难群众心连心，

提高敬老院服务质量，让农村特困老
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

毛万春一行还慰问了建档立卡贫
困户、残疾人。他指出，要加大关怀力
度，将困难群众作为重点关注对象，密
切关注困难群众的生活情况，及时将
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送到困难群众
身边。

毛万春赴临高慰问困难群众

本报海口 2月 3日讯 （记者李
磊）2月1日下午，省人大常委会慰问
组前往定安县走访慰问困难群众和居
住在敬老院的特困老人，给他们带去
春节慰问品、慰问金和新春的祝福。

慰问组在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许

俊带领下，先后来到定安县龙湖镇安仁
村残疾人吴清潼、特困供养人员吴坤
才、优抚对象吴乾义家中开展慰问。慰
问组首先看望了因脑瘫导致双下肢肌
肉萎缩的13岁的吴清潼，并送上慰问
品、慰问金，当得知吴清潼的父母如今

在附近农庄打工，每月都有固定的收
入时，许俊勉励他们一家要战胜目前
暂时的困难，随着海南自贸区、自贸港
的建设加快和脱贫攻坚工作的持续深
入，他们的日子将会越来越红火。随
后，慰问组来到特困供养人员吴坤才家

中，吴坤才刚刚搬进了政府给他建的危
房改造新房里，慰问组详细询问了他的
生活情况和房子建造情况。在优抚对
象吴乾义家中，慰问组向这位1981年
退伍的老兵送上了慰问品和慰问金，并
告诉他，政府近年来格外关注关心退役

军人群体，今后优抚对象的补助会逐渐
提高，他今后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最后，慰问组来到定安县雷鸣镇
敬老院，为居住在这里的72名特困
（五保）老人送去了慰问金、慰问品和
新春的祝福。

省人大常委会开展春节慰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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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金江2月3日电（记者邵长

春 通讯员宋印官 李品 朱玉）2月3
日，我国第二条500千伏超高压、长距
离、大容量的“南方主网与海南电网二
回联网工程”（以下简称海南联网二回
工程）开始在琼州海峡进行海底电缆
敷设。

据悉，该工程预计今年4月建成
投运，届时海南岛与大陆将实现双回
线路联网，进一步提高我省供电可靠
性，为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提供坚
强的电力支撑。

海南联网二回工程是我国重点工

程，工程起于广东500千伏湛江港城
变电站，止于海南500千伏福山变电
站。工程建设最关键的环节是敷设4
根穿越琼州海峡的超高压海底电缆，
海缆采用500千伏充油纸绝缘电缆，
单根长度达32千米，直径14厘米，中
间没有接头，是目前世界上单根最长
的500千伏交流海底电缆。

据悉，海南联网二回工程海缆敷
设包括预挖沟、敷设、冲埋、抛石保护
等环节，敷设作业非常复杂。其中浅
滩段的敷设作业，敷设船需停在距岸
边6公里左右的地方将部分电缆转移

到另一艘小型驳船上，随后小型驳船
从船尾“吐”出海缆，沿着预先挖好的
沟槽向岸边敷设，在距离海岸1公里
左右将海缆悬挂在浮球上，通过岸上
的牵引机牵引上岸，然后拆除浮球，使
电缆下沉到电缆沟槽里再进行填埋。

而深海段的电缆敷设作业，比起
浅滩的敷设难度要大得多。由于琼州
海峡海况复杂，风急浪高，平均水深
44米，最深达到110米，要一次性把
没有接头的电缆安全地敷设到海底，
难度非常大。

据悉，深海段的现场作业采用世
界上最先进的带动力定位船只，配备
水下遥控机器人、自动定位等全自动化
施工设备，监视船只的航行速度、电缆
释放速度、电缆释放位置，并控制电缆
的入水角度以及敷设张力，避免由于弯

曲半径过小或张力过大而损伤电缆。
最后，当海缆放到既定位置后，再

从海面上把石块精准地抛到海底筑成
梯形石坝，好比给海底电缆穿“防护
衣”、披“铠甲”，对海底电缆进行全方
位保护。

据悉，海南联网二回工程是我省
和南方电网等单位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4·13”重要讲话和中央12号文
件精神，服务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和自贸区、自贸港建设的重点民生工
程之一。

“海南联网一回工程结束了海南
‘电力孤岛’的历史，在此基础上，海南
联网二回工程将现有的电力输送能力
由60万千瓦提升至120万千瓦，将极
大降低台风多发的海南岛大面积停电
风险，提升客户的电力获得感和用电

安全可靠。”海南联网二回项目管理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陈葵说。

更重要的是该工程将化解海南电
网运行风险，同时满足昌江核电多机组
运行的安全稳定的需要，进一步提升南
方电网五省区清洁能源交互的能力，不
断提升清洁能源的消纳比例，支持海南
自贸区、自贸港建设，构建安全、绿色、集
约、高效的清洁能源供应体系，为确保
重大战略的实施提供坚强的电力保障。

据了解，该工程由海南省政府、中
国南方电网公司、中国核工业集团和
中国华能集团共同投资建设，2015年
10月，该项目陆地部分在海南澄迈破
土动工。

根据工期安排，今年2月3日至4
月30日将开展海底电缆敷设及保护
施工工作，春节期间也将连续施工。

海南联网二回工程海底电缆开始敷设
建成后电力输送能力将提至120万千瓦

本报讯 2月3日上午，海南省台联于海口泰
龙城美食街，举办台湾创业青年台胞春节团拜
会。来自台湾的40多名创业青年代表参加团拜
会。大家汇聚一堂，话家常、叙情谊，共迎新春
佳节。

省台联连续两年举办春节团拜活动，得到了
台湾创业青年一致好评。他们表示，参加这样的
春节团拜，犹如过年吃团圆饭。虽然春节回不了
台湾，但依然在海南感受到浓厚的关爱。海南已
经是大家的第二故乡，希望琼台两岛同胞增进交
流来往、携手共赢。 （何金奎）

省台联举行台湾创业青年
台胞春节团拜会

本报海口2月3日讯（记者罗
霞 通讯员杨帆）海南日报记者2月
3日从省商务厅获悉，我省积极保障
春节期间市场储备和投放充足，全
省投放共17大类7万余种商品供应
春节市场，主要热销商品的备货量
同比有所增长。

为做好春节期间市场供应保障
工作，我省提前谋划，对储备情况进

行调查，协调、指导企业做好产销对
接、备足货源。文昌、定安增设大
中型超市；三亚、万宁组织蔬菜批
发企业与云南、广西等地企业提前
做好衔接；儋州、陵水制定蔬菜调
运补贴措施；海口从去年11月起在
菜篮子蔬菜基地种植往年春节期
间价格虚高的水芹、甜菜、香菜等

“特殊菜”，节日期间这些蔬菜将大

量上市销售。
据统计，海口市菜篮子产业集

团、海南凤翔蔬菜批发市场、加旺蔬
菜批发市场、三亚吉阳农副产品批
发市场、琼海南门批发市场等主要
批发企业近一段时间的蔬菜调运量
比1月初明显增加；全省主要农贸
市场、超市供应春节市场的粮食
（米、面）、食用油、猪肉、蔬菜、鸡蛋

等品种的备货量，同比分别增长
19.7% 、27.8% 、9.6% 、21.9% 、
20.5%。

此外，服装、金银首饰、化妆品、
年货食品等热销商品供应充足，节
前我省已备商品的货值达73亿元，
同比增长7.4%。其中，海口、三亚
备货商品货值同比分别增长8.4%、
8.0%。

我省投放7万余种商品供应春节市场
主要热销商品备货量同比有所增长

本报海口2月3日讯（记者郭
萃 见习记者林曦）海南日报记者2
月3日从海口市菜篮子产业集团获
悉，该集团对旗下142个直营网点
（37家直营门店、46家农贸市场的
103个菜篮子直营摊位、59个平价
菜便民网点）的春节假期营业时间
进行调整，合理安排营业时间，满足
广大市民对平价菜的需求。

春节期间，海口市菜篮子集团
旗下37家直营门店均保持营业，营
业时间如下：2月4日（除夕）6：30-
16：00；2月5日-2月7日（正月初
一至初三）9：00-11：00、16：00-
18：00；2月8日（正月初四）起恢复
正常营业时间6：30-22：00。

菜篮子集团调整
直营网点春节营业时间

本报三亚2月3日电（记者
孙婧）即日起至2月10日，三亚
市率先开通从亚龙湾和海棠湾至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七仙岭的两
条网约旅游公交线路，途经亚龙
湾海底世界、海棠湾免税店、槟榔
谷、呀诺达、七仙岭等景区。网约
旅游公交车可通过“天涯行”APP
进行线上预约乘车和支付车费。

据介绍，乘客可通过登陆“天
涯行”APP，进入“三亚网约公
交”板块，自主定制上、下车站。
网约公交最快20分钟即可接到
乘客。两条公交线路全程票价
最高30元，可在APP内进行线
上支付。

开通两条
春节网约旅游公交线路

本报嘉积2月3日电（记者丁
平 邵长春 通讯员覃朝春）2月2
日，博鳌机场开通贵阳⇌达州⇌博
鳌新航线。新航线的开通，为春节
期间3地居民旅游和探亲等出行
带来便利。

该航线由多彩贵州航空公
司执飞，每周二四六执行。其
中，贵阳⇌达州⇌博鳌 GY7141
航班计划 7：50 从贵阳起飞，9：
05 抵达达州，9：45 从达州起
飞，12：15 抵达博鳌；博鳌⇌达
州⇌贵阳GY7142 航班计划 13：
05 从博鳌起飞，15：45 抵达达
州，16：35从达州起飞，17：55抵
达贵阳。

博鳌机场开通
贵阳⇌达州⇌博鳌航线

本报万城2月3日电（记者
袁宇）2月2日上午，万宁市旅游
委在兴隆咖啡谷举办“奔跑
2019，追梦幸福年”春节系列活
动。活动包括“雄狮贺岁”“关注
有礼”“有奖竞猜”“春联赠福”等，
既有精彩的表演，也有丰富的互
动内容，增强了游客的体验感。

万宁旅游资源丰富，尤其是
兴隆归侨文化、咖啡文化一直吸
引着游客。这次万宁市旅游委在
兴隆咖啡谷举办春节系列活动就
是希望通过让更多游客了解万宁
兴隆归侨文化、咖啡文化，推介咖
啡特色旅游，促销各种特产咖啡，
打响万宁旅游的品牌。

推介
咖啡旅游产品

本报海口2月3日讯（记者良子）2月3日，
海南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通
告，敦促黄鸿发案相关涉案公职人员在3月11日
前主动投案自首。

海南省纪委监委、海南省委政法委、海南省公
安厅接受涉案公职人员现场投案自首，并设立投
案自首受理点：

1、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石碌镇昌江大道
88号银湾美高梅花园酒店8203房。

受理电话：田警官 17766916711，彭警官
17766916911。

2、海南省海口市海垦路香樟林风情街4号楼
香樟林风情主题酒店8楼888房。

受理电话：马警官 18789891756，阮警官
18789902179。

海南省扫黑办发布通告

敦促黄鸿发案相关
涉案公职人员投案自首

海口 三亚 琼海 万宁

本报海口 2月 3日讯 （记者孙
慧 通讯员邹小和）省水务厅要求各市
县水务局和城镇公共供水企业积极开
展供水安全检查行动，做好春节期间供
水安全保障工作。

省水务厅要求，进一步畅通用户诉
求渠道，认真做好供水投诉处理工作，
通过12345及企业服务热线等，解决
好广大居民反映的问题。城镇公共供
水企业要成立专门的稽查队伍和检修
服务队伍，及时处理出现的问题。

我省检查供水安全
保障春节供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