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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日上午，海口市建筑施工安
全标准化现场观摩会在碧桂园滨江海岸
三期项目举行。作为海口市2019年上
半年第一个安全标准化现场观摩会，碧
桂园滨江海岸三期项目现场的安全施工
标准化管理、文明施工、绿色施工以及施
工质量安全等工作亮点受到了现场观摩
人员的一致好评。

据了解，此次观摩会的举办旨在贯彻
落实《海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

海南省2019年“安全生产月”和“安全生产
（西部）行”活动方案》文件精神，深入开展
“安全生产月”活动，进一步提升海口市安
全生产文明施工标准化管理水平，助力海
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

当天，来自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海口市应
急管理局、海口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
督站，海南省建筑行业内的建设单位、施
工单位和监理单位等相关行业近千人参

加观摩会。
观摩会上，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

限公司海南分公司副总经理胡学宽还分
享了碧桂园滨江海岸三期项目在安全生
产管理、标准化施工、应急演练队伍建
设、绿色施工以及创建海口市第一个应
用VR安全体验馆智慧工地的经验。

碧桂园海南区域助理总裁、大运营
组长王建家表示，安全生产永远是第一
位的，碧桂园海南区域在项目建设过程

中，始终保持高标准、常态化的安全管
理，并定期组织工人进行安全演练；同
时，不断提升施工安全意识，提高工地安
全标准，强化安全管理水平，积极建设零
事故的安全文明生产工地。

海口市住建局、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
监督站有关负责人提醒各单位，要以标杆
工地为榜样，到位做实为标准，落实安全
监管工作；以安全月活动为契机，推进安
全生产工作，为全面提升海口市建筑市场

质量安全水平，为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
设营造良好的安全生产环境而努力。

海南省住建厅有关负责人表示，此
次观摩活动的举办，将对我省建设工程
项目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不断提升我
省各项目管理和施工人员的水平，从而
营造政府重视质量安全、企业追求质量、
人人关爱生命，关注质量安全标准化工
作的浓厚氛围，切实做到防风险、除隐
患、遏事故。 （撰稿/容朝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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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提升安全生产文明施工标准化管理水平

海口举办建筑施工安全标准化现场观摩会

观摩会现场安全生产演练。

本报海口6月30日讯（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向勇刚 沈敏）为让过海
旅客出行体验更美好，海南铁路轮渡
将于7月1日同步推出“海上WiFi”
和“预约过海”无缝衔接两项服务新
举措。届时，海上网络差的大难题将
得到有效解决，铁路南、北港“预约过
海”也将实现无缝衔接。

据悉，当船舶航行在海上时，因

通信受基站覆盖范围的影响，手机通
讯信号较弱，不能上网，通话质量也
大打折扣，有时甚至会与陆地失去联
系，给旅客出行带来诸多不便。

为解决此问题，海南铁路海口机
辆轮渡段与相关通讯设备公司携手
合作，引入企业最新研发的高性能卫
星通信终端设备，率先在琼州海峡营
运的客滚船中推出“海上WiFi”。

据介绍，海南铁路轮渡“海上
WiFi”信号现已覆盖了“粤海铁4号”
渡轮旅客舱、上下装车甲板等旅客集
中场所，实现客滚船在琼州海峡的互
联网接入，支持语音通讯、视频点播
等功能，旅客可自费通过“海上
WiFi”收发邮件，上QQ、微信、微博，
查看股市等。其余3艘运营船舶的

“海上WiFi”相关设备也在加紧安装

和调试，年内便可全部完成。
自2019年1月海南铁路南港推

行微信购票“预约过海”以后，铁路北
港也加快了“预约过海”相关系统的
建设步伐，经过5个多月的紧张安装
和调试，7月1日将正式开启微信购
票“预约过海”模式，届时，铁路南、北
两港“预约过海”将实现无缝衔接，旅
客出行将更加方便快捷。

海南铁路7月1日起推出“海上WiFi”及“预约过海”无缝衔接两项服务

坐客滚船过琼州海峡也能上网了

本报海口6月30日讯（记者郭
萃 通讯员董立就 李凡）海南日报记
者6月30日上午从海南省气象台了
解到，预计南海东北部海面的热带云
团将于7月1日下午到夜间加强为热
带低压。受其影响，7月1日至3日，
海南岛将出现强降雨天气过程。南
海东北部海面、海南岛四周近海和北
部湾海面风力将先后加大到6-7级、
阵风8-9级。相关部门须做好水库
蓄水与安全、城市积涝和中小河流域

洪水的防范工作，海上船只要注意避
开大风影响区域。

据监测，目前，南海东北部海面
有热带云团活动，预计7月1日下午
到夜间将加强为热带低压，低压生成
后将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加
强，之后可能穿过海南岛陆地，进入
北部湾海面。

海南省气象台预计，受热带低压
影响，7月1日-3日海南岛陆地和近
海将出现强风雨天气过程。

陆地方面：预计7月1日，海南岛
东半部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西半
部地区有中雨、局地大雨。2日至3
日白天，海南岛南半部地区有暴雨到
大暴雨，北半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局
地大暴雨，全岛陆地将伴有6-7级、
阵风8级大风。3日夜间，海南岛西
半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东
半部地区有小到中雨。

海洋方面：受热带低压影响，7月
1日，南海东北部海面有6-7级、阵风

8级大风；海南岛四周海面和北部湾
海面风力5级、雷雨时阵风7-8级。
2日至3日，南海东北部海面、海南岛
四周海面和北部湾海面风力6-7级、
阵风8-9级。受南海季风影响，7月
1日至3日，西沙、中沙和南沙群岛附
近海面风力6-7级、阵风8级。

省气象部门提醒，热带低压生成
后将迅速靠近海南省陆地，给海南岛
带来持续多日的大范围强降水。高
温天气将得到解除，干旱有效缓解。

受热带低压影响

今起3天琼岛将迎强降雨天气

本报海口6月 30
日讯（记者良子 特约
记者周平虎）6 月 29
日，海南省公安厅发布
通告，2019年7月1日
—2020 年 12 月 31日
期间，本省全面放开新
能源小客车增量指标
申请资格条件及数
量。消息一出引发社
会关注。海南日报记
者邀请省小客车调控
办相关负责人对此政
策进行权威解读。

省小客车调控办相关负责人解读新能源小客车指标申请新政

未取得驾驶证亦可申请

6月30日，海口国家高新区2019
年第二场靶向人才招聘会——中高端
人才专场招聘会（深圳站）顺利举办。
此次招聘会是高新区继2019年5月
10日首场靶向（技术工人）招聘会后，
为进一步深化落实省委关于《百万人
才进海南行动计划（2018—2025）》，
助力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特色
自由贸易港建设，在深圳再次吹响的
中高端人才集结号。

对于人才来说，吸引他们的不仅
是海南优良的环境、优惠的政策，更是
园区贴心的服务，能够让人才无后顾
之忧地在海南发展事业。

“海南风景秀丽，拥有得天独厚

的自然环境资源，加上我的亲戚也
在海南安居乐业，他们多次邀请我
到海南扎根发展，令我非常向往，海
口国家高新区举办的这场人才招聘
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面了解海
南的机会，我也希望能够在海南闯
出一片天地。”在深圳就业的湖北籍
人才陈凌宁说。

“这一年来海南相继推出很多政
策，释放出很多利好，变化日新月异，
面临如此重要机遇，我愿意回到家乡，
投身自贸区自贸港建设。”一位在深圳
就业的琼籍人才表示。

据了解，此次招聘会覆盖园区医药、
互联网、环保、机电等行业共16家企业，

160个岗位。其中医药制药行业为高新
区的支柱产业，此次医药制药公司9家，
占比56%。提供岗位职级包含专员、主
管/经理、总监等各管理层级，中高端职
级120个，占比75%。此次招聘会共吸
引了532名应聘者到场洽谈，包含博士
研究生5人、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59人、
本科学历以上者400余人、其他学历者
33人，其中，拥有中高级职称265人。

在招聘会现场，参会企业代表纷
纷表示，高新区举办靶向招聘会为企
业带来了许多便利，在着力帮助园区
企业解决用工问题的同时，更好地服
务企业，为企业及时输送人才，希望高
新区今后能搭建更多的揽才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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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高新区再次在深圳举办中高端人才招聘会
160个岗位吸引本科以上学历400余人前来应聘，其中中高级职称265人

海口国家高新区人才共享服务平台：下设资讯要闻、人才政策、人才活动、企业招聘、校园招聘、共
享人才库等6个子栏目，为人才及企业提供包括政策咨询、人才招聘、人才求职、人才储备等一站式服
务。目前已有255家企业登录注册，提供1599个职位，2298份人才求职信息，形成线上线下联动的全方
位人才服务体系，欢迎广大求职者踊跃注册海口国家高新区人才共享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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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国家高新区2019年深圳靶向招聘会现场，企业工作人员对应聘者
进行面试。

深圳招聘会现场，应聘者与企业工作人员交流。

省小客车调控办相关负责人介绍，
对于申请取得新能源小客车指标且已申
请但还未取得居住证的个人，在办理小
客车注册登记阶段，实行居住证容缺办
理，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留存公安机
关受理居住证出具的《海南省居住证领
取凭证》复印件，并告知申请人在领取到
居住证时，补提交居住证复印件。

通告内容：2019年7月1日—
2020年12月31日，海南省放开新
能源小客车增量指标申请资格条
件及数量。单位和个人申请新能
源小客车增量指标资格条件及数
量不受《海南省小客车保有量调
控管理办法（试行）》限制。

解读：2019 年 7 月 1 日—
2020年12月31日期间，对个人
全面放开新能源小客车增量指标
申请资格条件。对户籍不在海
南，及未在琼申请取得居住证的
和未取得公安机关核发的机动车

驾驶证的个人，在申请新能源小
客车增量指标阶段，不受《海南省
小客车保有量调控管理办法（试
行）》第九条限制，可以按需申请
新能源小客车增量指标。

对于注册地在海南的单位，在
申请新能源小客车增量指标时，不
受《海南省小客车保有量调控管理
办法（试行）》第八条限制，可以按需
申请新能源小客车增量指标。普
通小客车指标申请资格条件仍依
照《海南省小客车保有量调控管理
办法（试行）》的规定实施。

非海南户籍、未在琼申请取得居住证
等情况均可申请

申请仍按
原途径进行

通告内容：单位和个人可通
过海南省小客车保有量调控管理
信息系统或到当地调控服务窗口
申请新能源小客车增量指标。

解读：海南省实施小客车指
标管理，即单位和个人申请普通
小客车增量指标、新能源小客车
增量指标或其他指标都是通过海
南省小客车保有量调控管理信息
系统进行申请，为保持其申请渠
道的统一性，对于新能源小客车
指标的申请仍然按照原有途径进
行。

注册登记
实行居住证容缺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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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公交专用道7月1日启用

50余条公交线路调整至
公交专用道全时段通行

本报海口6月30日讯（记者郭萃 通讯员张
磊 徐家启）海口市公交专用道示范段将于7月1
日正式启用。据悉，海口公交集团从7月1日起，
将龙昆北路、龙昆南路等6条公交专用道示范段
涉及的海南省税务局、中航大厦等25个公交站点
50余条公交线路全部调整至公交专用道全时段
通行。

公交专用道启用后，部分公交站点也将作出
相应调整:龙昆南路段道客村公交站北移约50
米；昌茂花园公交站（东、西侧）两个站点调整至
龙昆南路主路两侧人行过街横道出口；东侧龙泉
家园公交站北移60米并调整至龙昆南路主路；
龙泉家园公交站（西侧）与金霖花园公交站合并
设置，调整至龙昆南主路人行过街横道出口（更
名为和信广场站）；省妇幼保健院公交站调整至
龙昆南主路人行过街横道出口；海南师范大学公
交站北移80米并调整至龙昆南主路；省高院站
公交站位置向北290米增设站点，命名为高登西
街路口公交站，同时调整至龙昆南主路人行过街
横道出口；龙昆北路段省国税局公交站南移约
200米，更名为海南省税务局站；景瑞大厦站迁
移至国贸大道。

市民游客新增休闲好去处

海口鸭尾溪
亲水廊道今起开放

本报海口6月30日讯（记者计思
佳 见习记者习霁鸿 通讯员陈瑞君）6
月30日，海南日报记者从葛洲坝海口
水治理公司和海口市水务局获悉，鸭
尾溪湿地生态系统建设工程1＃段已
经全部完工，并于7月1日起对外开
放。市民可从海甸五中路入口处进
入鸭尾溪体验亲水廊道，享受水清岸
绿景美的高品质滨水公共休闲空间。

为加强水体防洪及生态安全，提
升水环境质量，丰富市民滨水体验，今
年4月，海口启动了鸭尾溪湿地生态
系统建设工程。

“湿地生态系统建设工程主要集
中在鸭尾溪1＃段与2＃段，从修复生
态廊道、激活滨水空间、建设生物栖息
地等方面对鸭尾溪进行景观提升。”葛
洲坝海口水治理公司负责人张黎明告
诉记者，湿地生态系统建设工程主要
包括4部分：一是引入慢行系统；二是
增加湿地面积；三是建立防汛梯田；四
是建设约5000平方米生态树岛，提升
水安全、建设城市海绵体。

鸭尾溪湿地生态系统建设工程1
＃段位于海口市人民医院和海达桥之
间，7月1日完工并对外开放；2＃段
位于海达桥与和平大道之间，预计7
月底完工并对外开放。

三亚两学生溺水身亡
本报三亚6月30日电（记者林诗婷）6月29

日下午5时许，三亚崖州湾海域发生一起溺水失
踪事件，2名学生下落不明。6月30日，经三亚
多部门现场救援打捞，2名溺水学生遗体已打
捞上岸。

据了解，6月29日下午3时许，当地8名学生
结伴来到事发海域游玩，其中2人不幸溺水，均为
男生。

溺水事件发生后，崖州区立即组织公安、消
防、海警支队、蓝天救援队、应急、执法等部门进行
全力搜救，当地渔民也自发组织搜救。同时，崖州
区委、区政府相关负责人等第一时间赶到失踪学
生家中和出事海域，对失踪学生家长进行慰问安
抚，并及时跟踪搜救信息。

6 月 30 日，救援人员一方面通过水面上
的橡皮艇和冲锋舟进行搜索，另一方面通过
橡皮艇携带水下锚钩进行搜救，还组成人墙
进行横向纵向排查，同时协调渔民通过下渔
网排查。

据介绍，两具尸体相距30米，因为落水的
位置水体浑浊，可见度低，再加上渔网比较多，
深坑凹凸不平，给救援工作带来一定的难度。
至当天14时10分，2名溺水学生的尸体均已被
发现，后被打捞上岸。

崖州区高度重视此事件，下一步，该区将继续
加强安全教育，认真做到学校、家庭、社会联合教
育，协调管理。同时，将进一步加强水域、道路交
通、防火防电、食品卫生等管理力度，切实杜绝安
全事故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