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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确保”百日大行动
确保全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确保各项改革政策全面落实

广告

尊敬的客户：

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已全面实现智能电

表远程自动抄表，为便于客户按自然月份了解

电量及电费情况，我公司从2019年9月开始，

调整所有客户的抄表和缴费时间，具体如下：

1、抄表时间

从2019年9月1日开始，调整所有客户

的抄表时间为每月1日0时，所抄电量为上月

1日0时至月末日24时电量，其中2019年9

月1日0时所抄电量为8月份原抄表时间至8

月31日24时的电量。本次抄表时间调整不

影响客户电费的正确计算。

2、缴费时间

从2019年9月开始，每月2日至20日为

正常缴费日期，请每月在此时间段内缴清电

费。次月1日起，将依法对未缴清电费的客

户计收违约金。

3、缴费方式

建议优先采用银行代扣方式交电费，

也可以关注并绑定“南方电网 95598”微

信服务号、“南方电网 95598”支付宝生活

号、网上营业厅、南方电网掌厅App等方

式缴费。

若有不明之处，请随时拨打24小时供电

客户服务热线95598咨询！

特此公告。

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9月9日

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调整抄表和缴费时间的公告

本报海口9月8日讯（记者金昌波
特约记者何光兴）9月8日，全省民营企
业人才创新创业助力自贸区自贸港建
设百日大行动动员大会在海口召开。

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肖杰出席并
作动员讲话。

开展民营企业人才创新创业助力
自贸区自贸港建设百日大行动是贯彻
落实省委、省政府“确保全省经济持续
健康发展，确保各项改革政策全面落

实”百日大行动动员大会和海南省人才
大会精神，为民营企业人才创新创业助
力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提供新动力、
新平台的重要举措。大会通报了行动
方案，6位民营企业人才代表作了交流
发言。

会议指出，要认清形势、把握大势、
增强信心，进一步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

“4·13”重要讲话和中央12号文件精
神，深刻领会中央和省委关于促进民营

经济健康发展和民营企业家健康成长的
决策部署，学习贯彻省委、省政府“两个
确保”百日大行动动员大会和海南省人
才大会精神，充分认识我省民营企业人
才作用，增强使命意识、责任担当、信心
勇气，扎实开展好民营企业人才创新创
业助力自贸区自贸港建设百日大行动。

肖杰强调，要突出重点，勇立潮头，
真抓实干，以民营企业人才创新行动、
创业行动、就业行动、素质提升行动、

“伯乐行动”、帮扶行动、聚力行动、“暖
心”行动这八大行动为重点，全力以赴
抓好落实。要精心组织、狠抓落实、取
得实效，特别是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
位要高度重视，层层压实责任、落实责
任，从组织领导、落实政策、督查检查、
改革创新、营造氛围等方面做好保障。

省工商联企业、省光彩会企业、港
澳企业、台资企业、侨资企业人才代表
等1200余人参会。

全省民企人才创新创业助力自贸区自贸港建设百日大行动动员大会召开

以创新创业新成效助力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

本报讯（记者罗霞 通讯员范利锋）
9月8日，2019厦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
会暨丝路投资大会（以下简称厦洽会）在
厦门开幕，我省组团参加本届厦洽会。

在厦洽会上，海南馆围绕旅游业、现
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展示了海南产
业发展前景，并重点推介了我省20个重
点园区；招商局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南繁
科技城有限公司、三亚中科遥感信息产
业园投资有限公司、海南微纳星空科技
有限公司、海南天地人生态农业股份有
限公司、海南盛大现代化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海南蜈支洲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
司、海垦控股集团等企业纷纷参展。

由我省举行的企业家座谈会介绍
了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情况，与会
企业家就参与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
同海南相关部门和市县代表进行了沟
通交流。

副省长沈丹阳率团参加厦洽会，期
间会见了美国先进医疗技术协会代表和
中国台湾一批企业家，并参加企业家座
谈会，现场欢迎国内外企业家到海南投
资兴业，参与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

据了解，厦洽会以促进双向投资和
国际资本与项目融合为目的，是中国目
前唯一以促进双向投资为目的的国际投
资促进活动，将持续进行至9月11日。

我省组团参加厦洽会

本报三亚9月8日电（记者徐慧玲）
9月8日，2020年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
会协调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三亚召开。

亚沙会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
作为亚沙会组委会下设机构，三亚亚沙
会工作委员会已实现集中办公，下设1
个办公室、14个部门以及海棠、吉阳、天
涯等3个赛区委员会。同时，竞赛场地
及配套项目规划建设正加快推进。目
前，亚奥理事会已批复三亚亚沙会竞赛
项目17个，组委会计划近期组织国家各
单项协会组建各项目竞赛委员会。三亚
已启动了竞赛场地和功能区规划，按各
赛事项目的不同需求，综合考虑赛区拟
选位置的服务配套、赛事基础、交通、场
地设施等，划分了海棠湾、大东海、三亚
湾（含三亚河）三个赛区，细化了17个比
赛项目场地选址。截至目前，三亚已经
筹划两批共92个亚沙会城市基础设施

配套、城市形象提升项目。
会议对三亚亚沙会下一步筹办工

作进行精细部署。据悉，三亚亚沙会沙
滩足球、沙滩排球等竞赛场馆建设将立
即启动。三亚把场馆布局作为亚沙会
筹办的基础，加快推进体育中心、亚沙
村、媒体中心、亚沙公园、海上运动中
心等固定场馆及设施建设，将亚沙会
固定场馆打造成为精品之作，全力以
赴办一场“时尚、环保、精彩、盛大”的
亚沙盛会。

亚奥理事会终身名誉副主席、亚奥
理事会协调委员会主席拉贾·兰德·辛
格，亚奥理事会终身名誉副主席、亚奥理
事会协调委员会委员魏纪中，亚沙会组
委会副主席、海南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
记童道驰，亚沙会组委会副主席、国家体
育总局副局长、中国奥委会副主席李建
明出席会议。

亚沙会协调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召开

本报嘉积9月 8日电（记者袁宇
李关平）9月8日，经过4年多的建设和
准备，海南启研干细胞抗衰老医院在琼
海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以下
简称乐城先行区）顺利建成开业，为客
户提供抗衰老与整体健康管理服务。
目前乐城先行区已有9家医疗机构投
入运营或试运营，将进一步推动医疗旅
游产业增加值增长。

海南启研干细胞抗衰老医院是
2015年首批入驻乐城先行区的7个项
目之一。“项目建设过程中，乐城先行区
与琼海市政府一直给予支持和帮助，为
项目落地提供高效的跟踪服务，才使项
目顺利建成开业。”美丽田园健康产业
集团董事长李阳表示，“这几年乐城先

行区变化很大，发展很快，我们也从先
行区发展中受到鼓舞，有信心把这个业
务板块做好。”

开业当天，启研干细胞抗衰老医院
还和赛默飞（Thermo Fisher）、中源
协和、顺昊细胞、春雨医生等国内外科
研机构、上市公司和互联网平台签署合
作协议，支撑下一步运营、发展。

近年来，乐城先行区基础设施不断
完善，一栋栋造型独具特色的建筑拔地
而起，越来越多游客、患者前来先行区
参观、接受治疗。目前，乐城先行区已
有博鳌一龄生命养护中心等9家医疗
机构投入运营或试运营，在肿瘤防治、
生殖备孕、整形美容、抗衰老、干细胞研
究、健康管理、康复疗养等领域初步形

成产业集聚。
乐城先行区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乐城先行区管理局将发挥企业化、
市场化、专业化运作优势，与琼海市委、
市政府一起竭诚为先行区内的项目提
供更优惠的政策、更优良的环境、更高
效的服务，推动项目运营早见成效。

“我们还将确保博鳌莱富凯尔医学
中心11月前开业运营，并推动其他在
建项目加快投资建设。”乐城先行区管
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局目前已出台

“两个确保”百日大行动实施方案，将通
过推动在建项目建设，确保已建成项目
开业，提高已开业项目的管理和服务水
平等方式，推动先行区高质量发展，“9
月后，我们还将陆续开工一批‘五网’基

础设施及景观配套设施建设，并争取在
10月底前医学产业中心、国际社区等
配套项目动工。”

据介绍，乐城先行区将确保到今年
年底实现医疗旅游人数突破5万人次，
营收总额达6.5亿元，实现医疗健康产
业增加值增长10%以上。乐城先行区
将继续加强招商引资，在确保生态环境
保护、节约用地、技术水平等要求不降
低的前提下，推动英国爱丁堡大学、法
国居里研究所、中法康复医学中心等项
目，确保1至2个新项目落地或取得实
质性进展。全面落实完善乐城先行区
政策，扩大“国九条”政策的覆盖，让更
多符合条件的医院享受优惠政策，增加
新的医疗器械和药品进口注册审批。

乐城先行区9家医疗机构已投入运营或试运营
争取医学产业中心、国际社区等配套项目在10月底前动工

日前，海南汉地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的150万吨/年特种油及15万吨/年医药食品级白油
项目（一期）建设工地上，工程正在紧张进行。截至目前，整个项目钢结构安装已完成95%，
静设备安装已完成98%。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耕耘海之南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通讯员 陈欢欢

“天使一般的陈老师，随着下课铃声
的响起，我们就像是放飞的鸟儿般，心早
就飞走了，搬椅子这件事我忘得一干二
净，给大家添麻烦了……”9月6日下午
放学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第一小学
语文教师陈燕娇坐在办公室里，捧着学
生胡天龙的“情节回放”本笑得合不拢
嘴。

“情节回放”本是什么？海南日报记
者好奇地凑上前翻看，只见作业本上一
个个五花八门的小故事，记录着孩子们
当时的心情、想法和发生过的事情，排
比、比喻、拟人等手法都有运用。

“其实就是另一种形式的检讨书，算
是我的‘独门秘籍’吧。”陈燕娇认认真真
看完孩子们的“情节回放”，再一笔一画
地写下给同学们的留言批语。在琼中第
一小学校长林朝阳看来，这更像是“笔
友”之间的交谈，轻松愉快，十分交心。

“下课时忘记搬凳子了，但陈老师没
有惩罚我，只是让我写清楚犯错时的来
龙去脉、心里的想法，以及如果还有下一
次，我会怎么做。”胡天龙害羞地挠了挠
头说，虽然自己犯了错，但这样一个过程
让他学会了独立思考，顺带着还提高了
写作水平。

除了写“检讨”，很多学生也养成了
用文字与陈燕娇谈心的习惯，就连毕业
后的学生，也会时常找她聊心事。就在
几天前，陈燕娇曾教过的一个学生因为
发型问题和家人闹了矛盾，和她聊过天
后，很快便解开了心结。

“教育孩子就像是牵着一只蜗牛在
散步，虽然也会有被气疯和失去耐心的
时候，但孩子们的心灵很纯净，面对他们
的时候把指责变为指导，把生气发火变
为理解宽容，效果往往会更好。”大学一
毕业就回到家乡琼中教书的陈燕娇，至
今已有21年教龄。面对学生时，她坦言
自己也是从发火到冷静再到交心一路走
过来，渐渐意识到，师者与学生之间的默
契，不是从发布命令和严格管理中产生
的，而是在一次次坦率的交流中。

与孩子们的交流，不只停留在书信
或“检讨”里。“每隔一段时间，我都会策
划开展一些以‘阅读’‘写作’等为主题的
活动，增进老师与老师、老师与学生之间
的交流，让大家共同进步。”陈燕娇除了
负责语文教学，还身兼多职——海南省
卓越教师林朝阳工作室秘书、学校教研
室副主任、琼中县区域教研组第十组组
长，曾获评全国优秀教师。

在她看来，评课、听课、开展教学活
动是最好的充电形式，在准备、听课、评
课各个过程，都可以起到启发、反思的作
用，能更好、更快地更新教学理念，提升
教学质量。 （本报营根9月8日电）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第一小学语文教师陈燕娇：

学生心目中的“交心朋友”

本报万城9月 8日电（记者周晓
梦）9月8日，省政府工作组赴三亚市、
陵水黎族自治县、万宁市等三个市县开
展“两个确保”百日大行动项目检查工
作。工作组深入项目建设第一线，现场
检查项目实施情况，召开现场办公会，
开展面对面的项目台账“对账”工作，督
导项目建设，推动在全省形成你追我
赶、争先恐后抓项目抓投资抓改革政策
落实的浓厚氛围。

当天，工作组先后前往三亚荔枝沟
污水处理厂、陵水中国电科海洋信息产
业基地、万宁海建建筑产业现代化基地

等多个项目现场，一路上马不停蹄，走
工地、爬脚架、看现场、问进度、查问题、
找原因，千方百计、想方设法帮助基层
政府和项目业主破困难、解难题。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毛超峰在三
亚检查时指出，当前，经济运行的主要
矛盾是投资上不来，抓项目投资工作又
存在不实、不细、不力的问题。省委、省
政府对三亚寄予很大的希望，在今年后
三个多月中，三亚一定要抓住主要矛盾，
突出重点，紧紧抓住两件事。一是要抓
好在建项目，形成实物工作量。二是要
全力以赴，动员全市力量，发挥好市区两

级政府和各个职能部门作用，为新项目
开工创造条件，争取项目早开工早见效。

在陵水检查时，毛超峰强调，抓项
目“规划做好、服务跟上”是陵水带来的
启示，下一阶段，务必要扎实做好项目
前期工作，牢牢抓住在建项目，尽快开
工新项目，弥补投资缺口，扭转投资下
滑，实现投资由负转正。同时，要着眼
长远，落实新发展理念，以壮士断腕的
决心摆脱房地产依赖；不要四面出击，
要突出发展特色，集中力量抓好国际教
育、海洋信息、热带高效农业的发展。

在万宁检查时，毛超峰要求，要继

续保持好对具体项目“心中有数”的工
作状态，尽早尽快谋划符合中央投资方
向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的项目，做好前
期工作，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希望在年
终“对账”时打一场翻身仗。

检查期间，省发改、环境、财政、资规
等省直有关部门以及省委深改办（自贸
办）有关负责人，就确保经济持续健康发
展、推动项目建设等工作提出意见建议，
并就一些具体问题解决作出表态和承诺。

据悉，接下来，省政府工作组还将
继续前往其他市县开展相关检查工作，
督促项目建设加快取得进展。

省政府工作组到三亚等市县

开展“两个确保”百日大行动项目检查工作

本报海口9月8日讯（记者良子 通
讯员陈炜森 杨笑）从9月8日起至12月
31日，省公安厅将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
展为期4个月的深入推进打击治理电信
网络诈骗犯罪专项行动。这是海南日报
记者9月8日从省公安厅召开的有关会
议上获悉的。

省公安厅要求，各市县公安机关要
全力以赴控发案、多破案，有效提升打窝
点、核查破案能力；要加大综合打击整治
力度，坚持以打开路、铲除窝点、分级管
控、综合治理的工作思路，形成公安机
关、监管部门、行业单位齐抓共管的工作

合力，确保防范、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
骗各项工作措施落到实处。要以实现

“两降两升”和重点地区 摘帽为目标，深
入开展电信网络诈骗打击整治工作。要
提升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防范拦截能
力，提升事前发现、事中阻断能力，最大
限度压缩犯罪空间和案件高发态势。

据悉，今年2月、4月和6月，我省先
后组织开展了“摘帽4号”专案和“蓝天1
号”“蓝天2号”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集中收网行动，破案753起（含积案），同
比（664起）上升13.4%；抓获犯罪嫌疑
人1356人，同比上升285.23%。

全省开展打击电信诈骗犯罪专项行动

洋浦特种油白油项目有序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