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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各中小学陆续
发放录取通知书
请家长及时领取

本报海口8月25日讯（记者计思佳）8月25
日，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海口多所中小学开始启
动录取通知书发放工作。海口教育部门提醒，录
取通知书是新生报名注册的凭证，家长要提前了
解领取通知书的时间和地点，及时去现场领取，以
免因超时领取影响孩子入学。

海南日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海口各中
小学发放新生录取通知书的时间不一，有的在公
布录取名单的同时就发放，有的则还要推迟两
天。领取录取通知书时，大部分学校通常要求提
供监护人和新生的户口簿，以及新生出生证，方
能领取录取通知书。具体材料可拨打各相关学
校咨询电话了解。

就读海口新建学校以及分校的家长需要特
别注意领取录取通知书的地点，以免走错地方。
例如，今年新招生的海口英才小学滨江分校统一
安排新生家长在海口美苑小学一楼大厅领取录
取通知书。海口滨海九小滨海校区、西海岸校
区、美丽沙校区三个校区新生的录取通知书统一
在滨海校区发放。

此外，为了防止假冒代领，大多数学校要求
学生监护人亲自来学校领取录取通知书，不支持
他人代领。海口市教育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若
因特殊情况，确实无法在规定时间领取的，家长
最好致电学校招生办老师说明情况。

■ 本报记者 邵长春 通讯员 张春宇

“三亚的气候宜人，海水清澈，玩
游艇的氛围非常好。”今年7月，首艘
驶入三亚体验琼港澳自由行的香港籍
游艇船长助理叶子表示，琼港澳游艇
自由行政策的实施，为境外游艇来琼
开展自驾游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海南游艇产业历经多年的发展，
已初具规模，大力发展邮轮游艇产业
的基础条件和市场条件日趋成熟。但
长期以来，发展游艇产业面临着很多
制度性的障碍。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以来，省交通运输厅重点整治干
事创业精气神不够、患得患失、不担当
不作为等问题，对照海南自贸区、自贸
港建设任务清单，坚持问题导向，聚焦
游艇等领域的制度创新，逐项推进我
省水路运输领域改革工作。

据悉，目前省交通运输厅已推动出
台了“琼港澳游艇自由行”“中资非五星
红旗邮轮海上游”等政策，在制度上实
现了重大创新突破，有助于推动海南邮
轮游艇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为海南国
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提供了新动能。

“海南要通过水路运输行业制度
创新，提升游艇邮轮产业和港口航运
产业的核心竞争力。”省交通运输厅厅
长林东表示，在主题教育中，该厅要求
干部勇于担当勇于作为，要重点对标
国际相关产业发达地区，探索建立平
等、高效、透明的制度环境。

据悉，为形成海南省邮轮游艇产业
链、政策链组合拳，省交通运输厅目前还
正在开展“环海南岛海上游”“游艇租赁
业务规范化管理”“外籍邮轮多点挂靠”
等一系列政策研究和制度创新工作。

“系统性的精准施策、形成创新驱

动是发展我省港口航运经济最迫切的
需求。”林东表示，省交通运输厅将以
问题为导向，通过政策创新，解决我省
港口航运产业发展中存在的‘痛点’和

‘难点’问题。
在建立长效机制方面，省交通运

输厅正在牵头建立全省推进邮轮游艇
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将统筹协调
和组织领导全省邮轮游艇产业发展，
定期研究邮轮游艇产业发展的重点难
点问题，努力将海南打造成为国际邮
轮游艇旅游消费目的地。

而在提高全球航运资源配置能力

方面，省交通运输厅将充分发挥中远
海运在国际班轮航线布局及全球供应
链管理方面的优势，制定和落实更加
优惠的航运政策，推动在洋浦建立更
加开放的国际船舶登记制度，逐步将
洋浦港发展成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
的区域国际集装箱航运枢纽。

据悉，目前中远海运已在洋浦累
计开通了7条航线，今年1月至7月，
洋浦港至东盟航线已累计开航66个
航次，累计发送外贸货物 2.21 万标
箱，同比提升306.1%。

（本报海口8月25日讯）

在主题教育中，省交通运输厅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游艇等领域制度创新

为海南自贸区建设添新动能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专项整治、深化措施落实见行动

谚语有云，“处暑满地黄，家家修廪仓”。处暑过后，稻谷逐步进入成熟
收割期。近日，琼海市中原镇迈岭村，农户在收割稻谷。本报记者 袁琛 摄

东方集中开展
村庄清洁行动

本报八所8月25日电（记者刘
梦晓 通讯员苏群）海南日报记者日前
从东方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再动
员再部署会议上获悉，从即日起，东方
市以“清洁家园”为主题，集中3个月
时间，对全市所有村庄开展村庄清洁
行动。

据了解，为做好清洁家园工作，
东方市争取本月底前完成动员摸底，
在 9月 1日至 30日期间，重点围绕

“五清”目标任务，全力开展村庄清洁
大扫除，使村容村貌达到干净、整洁、
有序的目标；10月1日至12月30日
期间，加快推进“三清两改一建”项目
建设进度，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
档升级。

本报文城8月25日电（记者李
佳飞 特约记者黄良策）为改善人居
环境、掀起社会文明大行动高潮，文
昌市积极开展美化净化家园活动。8
月25日上午，文昌市组织开展环境
卫生大会战活动，124个机关单位党
员干部集中对文城镇城中村、城乡结
合部等区域的环境卫生进行整治。

当天上午，各机关单位党员干部
分头前往文城镇霞洞村、凌村等4个
村，对垃圾围村、“十乱”现象、畜禽散
养、污水横流等问题集中进行整治。

大家挥汗如雨、干劲十足，对路面上
的杂草、白色塑料袋以及常年堆积的
废弃物垃圾进行清理。

“环境好了，住着舒适，心情也
好啊！”来自文昌市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管理委员会的郑奋说，参加这项
活动很有意义，希望村民们转变观
念、摒弃陋习，从此自觉主动养成卫
生文明习惯，使得整洁的环境得到长
期保持。

经过3个多小时的奋战，村内卫
生死角基本被清理干净，脏乱差现象

得到了较大改善。村民们看在眼中，
纷纷为党员干部点赞。文昌市文城
镇后坑村水涯三村民小组村民何启
冠表示，以后也要发动村民，自觉把
卫生搞好。

据悉，为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和全
国文明城市（以下简称“双创”），连日
来，文昌市各级各部门加强协作，持
续深入开展各项整治工作，例如加大
对乱搭乱建、乱扔垃圾、占道经营、乱
停乱放等不文明行为的打击力度，组
建了“双创”工作指挥部，并设立

12345专线、“双创随手拍”微信公众
号、网络媒体等多种投诉渠道，发动
全民参与“双创”。

为强化资金保障，文昌市设置了
爱护环境卫生委员会办公室，配备专
职人员，并将爱卫工作经费纳入年度
财政预算。目前，全市各镇均成立了
爱卫会办公室，共配备专职工作人员
17人；255个社区和村委会均配备爱
国卫生专（兼）管理人员，已创建省级
卫生镇9个、卫生村44个、卫生先进
单位30个。

文昌开展环境卫生大会战

124个机关单位的党员干部参加环境整治

省交警曝光3家
高危风险运输企业

本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武艳琰）8月23
日，省交警曝光三家高危风险运输企业。当日上
午，省公安厅交警总队会同省交通厅对海汽集团
公司、广隆公司、琼旺公司等3家运输企业进行约
谈提醒。

约谈会通报了今年发生的一起涉及客车死亡
事故的深度调查情况和3家企业所属车辆今年以
来交通违法、肇事及车辆年检审情况，并对3家企
业存在问题提出整改要求。3家运输企业代表对
企业管理存在问题作简要剖析和整改表态。

处暑过 秋收忙

18.8万元！
三亚“鱼王”竞拍出高价

本报三亚8月25日电（记者李
艳玫）作为2019京东南海（三亚）开渔
节系列活动之一，2019京东“鱼王竞
拍”活动于8月24日15时落锤，最后
竞拍价为18.8888万元。

开渔后，京东集团从回港渔民捕
获的海鱼中选拔最生猛、最具分量的
为“鱼王”参与京东竞拍活动。本届

“南海鱼王”于8月20日捕获，8月21
日 15 时上线京东拍卖，起拍价为
3.8888 万元，半小时内价格已涨到
6.2888万元。短短三天时间，23次出
价后，最后拍卖价为18.8888万元。

据了解，今年的“鱼王”是一条超
100斤，约155厘米长的黄鳍金枪鱼。
作为一种深海鱼类，黄鳍金枪鱼素来
以营养价值高、纯天然、无污染而享誉
国际市场并有“海洋黄金”之称。它不
仅肉质柔嫩、鲜美，且蛋白质含量很
高，背部肌肉更是营养丰富、味道鲜美
的优质原料。而如此规格的野生黄鳍
金枪鱼更是数年罕见，可遇而不可求。

3家高危风险运输企业

海口琼旺客运有限公司

该公司所属车辆共145辆，截至目前有7
辆逾期未年审。2019年以来，共有违法记录
46起，已处理21起，未处理25起。主要的违
法行为是不按导向车道通行、违反禁止标线、
不系安全带、违停等4类。

海汽运输有限公司

所属车辆共4768辆，截止目前有67辆逾
期未年审。2019年以来，共有违法记录2334
起，已处理1788起，未处理546起。主要的违
法行为是违反禁令标志、违反禁令标线、违反
信号、不系安全带、不按导向车道行驶、未减速
通行、超速等7类。其主要肇事原因是不确保
安全驾驶、超速或未减速让行、偏左占道。

海南广隆运输有限公司

2019年以来所属的454辆车，其中211辆
正在运营，243辆已注销。有违法375起，其
中已处理293起，未处理82起。主要的违法
行为是违反信号通行、违反禁止标线、不系安
全带、高速上未按规定车道通行等4类。

专题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林容宇 美编：张昕

海南省疾控中心：当好百姓健康的“守护神”
“对于老百姓来说 我们就是健康的

守护神！”作为一名“疾控人”，海南省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廖志武
一直都明白自己身上的重任，他表示，医
院是治疗已发病的单个病例，而疾控中
心则是预防群体性疾病爆发。

“从健康中国、健康海南的角度来说，
我们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每天对传染病
疑似病例标本、水、空气、食物样本等等做出
的监测数据，形成报告，作为政府的决策依
据，这关乎公共卫生安全。”廖志武说。

近年来，省疾控中心不忘为民初心，
多次对重大疾病进行预防控制，时刻承
担起保障百姓生命健康之重任，推进健
康扶贫、传播中国经验、开展传染病防治
宣教活动……在哪里都能不难看见海南
疾控人的身影。

不负人民重托
将疾控工作进行到底

省疾控中心隶属于省卫生健康委，
中心内设传染病预防控制所、食品安全
监测评估所、公共卫生研究所、热带病与
慢性病预防控制所、检验检测所五大业
务机构，各机构成员各司其职，共同为海
南人民的健康保驾护航。

8月23日上午，位于省疾控中心14
楼的检验检测所理化实验室里，几名身
穿白大褂的工作人员正在做贝类毒素

监测。“我们所每年都开展新的检测项
目，持续提升检测能力。”据省疾控中心
检验检测所所长马焱介绍，近3年，该
所共完成了15994份传染病病原学监
测、2460份17936项次食品安全风险监
测、1128份11872 项次水质检测。

除了检验检测工作，海南疾控人还
肩负着许多重任。“我们的工作职责是确
保我省所有适龄儿童安全接种！”省疾控
中心免疫规划室工作人员潘婷婷说，通
过疫苗控制，我省自1993年5月31日发
生最后一例小儿麻痹症病例后，至今已
连续26年无该病例发生。另外，我省自
2003年开始启动新生儿乙肝疫苗纳入
儿童免疫规划工作，至2019年，乙肝疫

苗3针全程接种率已达到98%以上，及
时接种率均已达到99%以上。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现代人的压
力也不断增大，得慢性病几率不断上
升。近年来，国家对慢性病的预防也逐
渐重视起来。“在慢性病防控方面，我们
按照工作性质分为两大块，一个是监测
类的项目，是对常规数据监测，包含死因
监测、心脑血管监测等；另外就是干预项
目，比如开展‘万步有约’‘全民健康生活
方式行动’等预防慢性病的活动。”地方
病与慢性病防空室工作人员刘莹说。

2018年9月，海南全面实行疫苗集
中采购，建立疫苗冷链监控及追溯平台，
覆盖省、市、县三级共28家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576 家接种单位、196 家产科
机构以及疫苗配送企业。“这个平台能够
让我们实时监控到每支疫苗动向，疫苗
流通、疫苗储运、疫苗接种、疫苗追溯，无
论哪个环节出问题，我们都能通过短信、
APP等多种手段收到报警。”疫苗与冷链
管理室主任蔡跃说。

党建业务共抓
攻克“两张皮”难题

党建和业务“两张皮”一直是困扰省
疾控中心的一道难题，在解决这道难题
上面，省疾控中心花了大功夫。

“针对党建业务‘两张皮’问题，我们

有三招！一是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提升大家对党建工作重要性的
认识，自觉学习党建知识，做好党建工作；
二是通过主题教育活动，与市县疾控中心
党支部开展‘联学联做’活动，推动党建和
业务双提升；三是建立每月一次的党建工
作例会制度，通过这个制度实现党建与业
务工作一同部署，一同谋划，一同落实，一
同检查。”说起解决党建业务‘两张皮’问
题的经验，廖志武介绍道。

除了党建和业务共抓之外，“党建+
扶贫”也是省疾控中心近几年的重点工
作之一。儋州市峨蔓镇长荣村是省疾控
中心定点帮扶的贫困村，为助力长荣村
早日实现整村脱贫目标，中心先后投入
41.36万元帮扶资金，帮助长荣村完善基
础设施，并送去医疗设备和药品，解决了
村卫生室常用药品及设备短缺问题，改
善了村民的就医条件。

“下一步，我们将始终如一地把群众
利益放在首位，把困难群众的冷暖放在
心上，尽最大的努力帮助他们解决实际
困难，让他们真切感受到党和政府以及
省疾控中心的关怀和温暖。”廖志武说

加强对外交流
传播中国疾控“好声音”

6月15日至17日，博鳌亚洲论坛全球
健康论坛大会召开之际，来自塞拉利昂、巴
基斯坦，乌干达，老挝等多国公共卫生官

员和专家以及中国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对
海南省公共卫生和疾病防控进行现场考
察。现场考察交流活动中，与会外国专家
团听取省疾控中心专家对海南疟疾防控
经验、海南疫苗冷链系统作的展示介绍，
纷纷对海南医疗产业建设点赞。

此次交流活动只是省疾控中心积极
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交流的
一个缩影。2018年6月，非洲公共卫生
专家中国访问团一行抵达海南，现场考察
海南省疾病预防控制工作模式；2018年
11月20日，参加首届亚洲生态健康与热
带病防治研究论坛的部分外宾到省疾控
中心考察参观……近年来，省疾控中心全
面对接和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继续
积极推进与沿线国家的合作交流。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绝大多数都
在非洲和东南亚，这些地方的地理环境
和气候与我们海南相似，在疾病防控方
面的方式也很相似，所以他们都喜欢到
海南学习和交流！”省疾控中心党委委
员、副主任王丹表示，未来随着海南自贸
区、自贸港建设的深入，对外交流工作势
必会日趋频繁，省疾控中心也会充分利
用好这一契机，与东南亚等地区国家分
享海南在公共卫生和疾病预防控制领域
的成功经验，加强沟通合作和人才交流
培养，一如既往为助推海南自贸区、自贸
港建设贡献疾控智慧与力量。

（撰稿/柳莺 本版图片均由省疾控
中心提供）

6月17日，参加“全球公共卫生发展合作论坛”的外宾参观省
疾控中心微生物检测实验室和理化检测实验室。

省疾控中心检验检测所理化检验室技术人员正在开展
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样品中理化指标的检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