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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省委研究，现将拟任干部人选情
况予以公示。

戴磊雄，男，1974年8月出生，广东
电白人，汉族，大学学历，文学学士学位，
1996年7月参加工作，1995年12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历任海南省纪委、省监察厅
政策法规调研室副主任、干部室副主任、
老干部工作处处长、政策法规调研室主
任，省接待办公室党组成员、纪检组组长、
副主任。现任海南省接待办公室党组成
员、副主任，拟任海南省纪委监委驻省工
业和信息化厅纪检监察组组长（试用期一
年），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成员。

李宇飞，男，1973年3月出生，吉林
九台人，汉族，研究生学历，工学硕士学
位，1995年7月参加工作，1994年6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国家留学基金
委秘书处出国事务部副主任、美大事务
部副主任（主持工作），中国驻多伦多总
领馆教育组二秘、一秘，国家留学基金
委秘书处办公室五级职员、法律与项目
部副主任、法律与综合事务部主任，海

南省教育厅国际交流合作处（港澳台办
公室、汉语国际推广中心）副处长（正处
级，挂职）。现任国家留学基金委秘书
处出国留学选培部主任，海南省委全面
深化改革委员会办公室宣传处处长（挂
职），拟任海南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
会办公室、省委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
贸易港）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试
用期一年）。

苏 燕，女，1971年 10月出生，海
南文昌人，汉族，在职大学学历，1992
年 8月参加工作，2009年 12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历任海南省外事侨务办公
室国外侨务与港澳事务处副处长、处
长，国际会议事务处处长，省委外事工
作委员会办公室、省外事办公室博鳌亚
洲论坛处处长。现任海南省委外事工
作委员会办公室、省外事办公室海洋权

益处处长，拟任海南省归国华侨联合会
党组成员，提名为省归国华侨联合会专
职副主席候选人。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反映拟任人选政
治表现、道德品质、工作能力、廉政勤政
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反映问题可以通过
来信、来电、来访、网上举报等方式进
行。举报人应实事求是地反映问题，提
倡实名举报。我们将严格遵守党的纪

律，履行保密义务。
公示期限：2019年9月11日至9月

18日，共5个工作日。
联系电话：（0898）12380，65378954

（传真）。
短信举报：18608912380。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

69号海南广场1号楼308室省委组织部
干部监督处（邮编：570203）。

举报网址：http：//12380.hainan.
gov.cn。

中共海南省委组织部
2019年9月10日

公 告

本报讯（记者罗霞）日前，省长沈
晓明以一名普通党员的身份，参加所
在的省政府办公厅秘书一处党支部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组织生活
会，与大家一起深入交流，剖析存在的

问题，研究改进的措施。他勉励大家
勇于创新，不断提高履职能力和工作
水平，在各自工作岗位上交出新时代
合格答卷。

会上，秘书一处党支部书记代表

支部作对照检查；支部成员逐一检视
问题，剖析思想根源，明确整改方向，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主动检视剖析
自身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沈晓明对此次专题组织生活会予

以肯定，要求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高度的责任感，
踏踏实实做好工作；要在反对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方面走在前面，旗帜鲜明
地予以推进；要勇于创新，敢于打破陈

规，加强协调沟通，积极推进标准化建
设，严格落实相关规定，不断提高履职
能力和工作水平；要努力营造良好的
工作环境。

倪强参加会议。

沈晓明参加党支部组织生活会时要求

勇于创新不断提高履职能力和工作水平

我省今年首批装配式示范项目
和示范基地名单出炉

3个项目被认定为
装配式示范项目

本报海口9月10日讯（记者孙慧 通讯员杨洲）9
月9日，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布公告，全省2019
年首批装配式示范项目和示范基地名单出炉。

经专家组评审，我省认定海口市琼山区椰博
小学，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产业促进中心，东方之珠
二期9、11、14号楼3个项目为海南省2019年第
一批装配式示范项目；认定海南创蓝易筑装配式
建筑技术有限公司生产基地、海南南凤新能源开
发有限公司建筑数字化产业园基地为海南省
2019年第一批装配式示范基地。

本报海口9月10日讯（记者马珂）
海南日报记者9月10日从省卫健委
获悉，今年9月，我省海口市秀英区发
生登革热疫情，目前疫情总体可控。

据悉，9月5日至9月10日16时，
海口市共报告病例77例，其中海口秀

英五源河片区69例，海口秀英书场村
8例，无重症病例和死亡病例。77例
病例均已隔离治疗，病情稳定，其中7
例已解除隔离。疫情发生后，省委省
政府高度重视，省级有关部门和海口
市各级政府积极应对，加强防控部

署。9月7日，启动了海南省登革热疫
情Ⅲ级应急响应，召开了全省登革热
防控部署会，组织在全省开展爱国卫
生运动，降低蚊媒密度。根据疫情发
展，于9月9日升级为Ⅱ级响应，成立
了救治专家组，对病人实行定点治疗；

建立了联防联控机制，加强登革热疫
情的防控，目前疫情总体可控。

当前是登革热流行季节。登革热通
过蚊虫叮咬在人群中传播，临床表现为
急性起病，程度可从轻度发热到高热不
等，同时伴有皮疹，面、颈、胸部潮红，以

及严重头痛、肌肉和关节痛等表现（俗称
“三红三痛”）。群众如出现上述症状，应
及时到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登革热可防
可控可治，关键在于预防，治疗周期一般
为一周。广大群众要树立健康预防意
识，清积水、灭成蚊、防叮咬。

我省加强登革热疫情防控

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9月9日12时-9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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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8

11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23

17

15

发布单位:海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登革热是什么疾病？
登革热（dengue）是由登革病毒

引起的急性传染病，主要通过埃及伊
蚊或白纹伊蚊叮咬传播，潜伏期3至
15天，多数为5至8天，临床表现为急
性起病，程度可从轻度发热到高热不
等，同时伴有严重头痛、肌肉和关节痛
及皮疹，面、颈、胸部潮红，严重者可因
休克或其他重要脏器损伤导致死亡。

登革热的流行期一般在每年的
5～11月份，高峰期在7～9月份。

如何判断自己得了登革热？

临床上分典型登革热，轻型登革
热和重型登革热三种。

典型登革热：①先寒战，随之发
热，最高可达40℃，发热有双峰样的
特征表现；②全身的毒血症状会伴随
发热而发生，如头痛，眼眶痛，骨关节

痛；③有皮疹，在病程3～6天出现；④
有出血、淋巴结肿大等，个别还会有黄
疸、肝肿大。

轻型登革热：其表现类似流行性
感冒。

重型登革热：有典型登革热表现，
并且会出现精神症状和消化道大出血
等表现。

如果出现这些症状，应立即前往
医院就诊，并告诉医生自己前往过的
国家或地区；一旦怀疑为登革热，应按
要求隔离治疗，避免病人被蚊虫叮咬
以防止进一步传播。

登革热如何传播？
登革热通过带有登革病毒的雌性

伊蚊叮咬而传染给人类。主要传播媒

介是埃及伊蚊和白纹伊蚊（俗称花斑
蚊）。“花斑蚊”喜欢在静止的清水中产
卵，例如家中的花瓶、阳台积水、室外
废弃的缸罐、一次性餐具、轮胎以及竹
筒、树洞、积水容器及潮湿阴暗的场
所。“花斑蚊”白天叮咬人，高峰在早上
8-9时及下午5-6时。

并不是伊蚊吸了登革热病人的血
就可以直接传播疾病，必须先经过一
段时间的外潜伏期使病毒在伊蚊唾液
腺增值后方可传播疾病。有一部分人
感染登革热病毒后病毒在血液中存在
但不发病，称为隐性感染者，但同样能
通过伊蚊将病毒传给其他人。

登革热如何预防？
现时并没有一种有效疫苗来预防

登革热，预防的关键在于防蚊灭蚊。
预防登革热的最佳方法就是清除积
水，防止伊蚊孳生，以避免给蚊子叮
咬。怀疑自己感染登革热时最要紧是
及时请教医生。

具体预防蚊子叮咬的措施有：
（一）到登革热流行区旅游或生

活，应穿着长袖衣服及长裤，并于外露
的皮肤及衣服上涂上蚊虫驱避药物。

（二）如果房间没有空调设备，应装
置蚊帐或防蚊网。使用家用杀虫剂杀
灭成蚊时，应遵照包装指示使用适当的
份量。切勿向运作中的电器用品或火
焰直接喷射杀虫剂，以免发生爆炸。

（三）避免在“花斑蚊”出没频繁的
时段在树荫、草丛、凉亭等户外阴暗处
逗留。

（四）防止积水，清除伊蚊孳生地，
尽量避免用清水养殖植物。对于花瓶
等容器，每星期至少清洗、换水一次，
勿让花盆底盘留有积水。把所有用过
的罐子及瓶子放进有盖的垃圾桶内。
将贮水容器、水井及贮水池加盖。所
有渠道要保持畅通。将地面凹陷的地
方全部填平，以防积水。

登革热有无特殊防治方法？

登革热目前没有特效治疗方法，
主要采取对症治疗和支持疗法，包括
卧床休息、退热、补充水分等。而对出
血性登革热应早期诊断并提供适当的
体液补充，合并全身性出血时，应及时
输血，并密切监测病人的呼吸、心跳、体
温、血压，防止休克。病人应避免使用
阿司匹林药退热止痛。登革热有自限
性，预后较好。登革热是完全可以预
防的疾病，预防的关键在于防蚊灭蚊。

登革热防控知识问答

努力开创我省学校
思想政治工作新局面

本报讯（记者计思佳 陈卓斌 李
佳飞 刘笑非 见习记者余小艳 实习
生郑俊云）今年9月10日是我国第
35个教师节。为进一步营造尊师重
教的浓厚氛围，我省各地各高校通过
召开表彰大会、书画摄影展等活动，
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
的问候。

9月10日上午，海口召开第35
个教师节大会。会上，海口对该市
评选出的2019年百名“最美教师”
进行表彰，在相关企业的资助下，该
市对每位受表彰的教师奖励 1 万
元。今年5月，海口市教育局与海
口市文明办在全市教师中开展评选
2018 至 2019 学年度“百名最美教

师”活动。经直属、区属学校推荐，
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审核、公示，决定
授予王春萍等40名教师为海口市

“最美教师”、授予罗秋兰等40名教
师为海口市“最美班主任”、授予邓
静等20名教师为海口市“最美乡村
教师”称号。

9月10日上午，澄迈县召开庆祝
大会。会上，澄迈对“十佳学校”“十佳
校长”“十佳尊师重教先进单位”“十佳

尊师重教先进个人”、10名“最美乡村
教师”、10名“优秀特岗教师”、“优秀
班主任”、80名“先进教育工作者”、80
名“先进德育工作者”、80名“师德标
兵”、200名“优秀教师”进行了表彰。

连日来，昌江黎族自治县通过举
办教师节书画摄影展、优秀教育工作
者颁奖晚会等方式，引导广大学生感
念师恩,营造弘扬尊师重教的良好风
尚。此外，昌江还对近年来在教育工

作中做出优异成绩的“十佳校长”“优
秀班主任”“十佳乡村教师”“师德标
兵”、优秀教师以及先进教育工作者
进行了奖励。

9 月 10 日，海南大学表彰了
2018—2019学年度在教育教学、思想
政治教育、科学研究、专家人才工作、
管理服务及其他方面获得各项荣誉
者400余人。海南大学党委负责人希
望全校教师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

感和荣誉感，紧紧围绕“创建世界一
流学科和国内一流高校”的总目标，
积极投身学校改革与发展各项事业。

9月10日，海南师范大学则对获
得2018-2019学年度“园丁奖”的5
个团队、13名教师进行表彰。海南
师范大学党委负责人希望全校教职
员工以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优秀个
人为榜样，爱岗敬业，开拓创新，为学
校教育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弘扬高尚师德 潜心立德树人

我省多种形式隆重庆祝教师节

■ 新华社记者 赵叶苹

张云阁的思政课堂常常座无虚
席，有时连讲台两旁都站满了人。“枯
燥”的思政课是如何成为明星课的？
张云阁说，这源自他对教师职业发自
内心的热爱，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
的深入钻研。

1963年出生的张云阁，中学时
期就梦想成为一名老师。1981年张
云阁如愿进入哈尔滨师范大学政治
教育专业学习，开始接触马克思主

义。大学毕业后，张云阁回到老家绥
化师专，成为一名思政课老师。

2002年，张云阁来到吉林大学
攻读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加入了海
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再次走上
讲台，他干劲更足了。

他不仅上好自己这堂思政课，还
带领海南大学思政课教学团队进行
教学改革，创新性地开展了以课堂实

践教学为主，校园实践教学、网络实
践教学和社会实践教学为辅的“一主
三辅”实践教学模式，该教学成果荣
获2018年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在
海南大学61年历史上实现重大突破。

34年来，张云阁坚持教育事业不
动摇。如今身兼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院长和教务处处长两个行政岗
位，他依然不舍三尺讲台。

他不断与时俱进，改革教学手
段，开发思政课在线课程。他主讲的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2013年
被评为海南省精品课程，2017年被
评为海南省精品在线课程，2018年
被评为国家精品在线课程，现在共有
22所高校，3万多名学生选他这门课。

2015年任海南大学教务处处长
后，张云阁陆续实施多项改革措施：将

本科专业数从95个优化调整为67个；
从2019级起全面放开大学生转专业
的条件；启动“一堂好课”教学展示活
动和“名师工作室”等教学改革项目。

“让管理严起来，让学业难起来，
让课堂活起来，实实在在提升人才培
养质量，关乎海大3.4万名本科生的
成才之路。”张云阁说。

（据新华社海口9月10日电）

“枯燥”的思政课是如何成为明星课的？
——记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云阁

省科技厅组织爱心单位和企业到贫
困村选购黎锦

销路拓宽 黎锦俏卖
本报讯（记者王玉洁）在省科技厅的组织下，9

月6日，我省15家高新技术企业有关负责人一抵达
东方市大田镇俄乐村，就来到村活动中心，选购黎
锦。不一会儿工夫，手机袋、小布兜等被抢购一空。

“企业下村选购，拓宽了我们村的黎锦销路。
一天时间，我们共售出价值1.83万余元的黎锦。”
俄乐村驻村第一书记景春林说，到年底将按劳分
配，把收入分给参与织锦的贫困户和村民。

“俄乐村妇女素有编织黎锦的技艺传统。两
年前，我们成立合作社发展黎锦手工艺传承项目，
鼓励贫困户参与，并通过培训提升妇女织锦技艺。”
景春林说，村民负责织，合作社负责包装和销售。

“俄乐村是省科技厅的定点扶贫村，为了拓宽
黎锦销路，去年厅里协调爱心单位和企业进村选
购，并签订销售协议，促成了价值20万余元的订
单。”省科技厅有关负责人介绍。

为了让古老的黎锦焕发出新生活力，景春林
还带领村民制作背包、餐具垫、鼠标垫等实用的黎
锦产品。今年1月，海南一家文化传媒公司跟俄
乐村签订了3.5万元的合同，下了500件鼠标垫的
订单。此外，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还与俄乐村合
作，签订了价值2万元的合同，购买黎锦画框。

围绕如何扩大黎锦销路，增加村民收入，当天
参与选购的企业负责人纷纷建言献策。省知识产
权协会秘书长陈康表示，他们愿意从地理标志等知
识产权保护方面给予俄乐村支持，对接企业到村里
订制黎锦，同时发动电商企业帮助打开市场渠道。

本报海口9月10日讯（记者陈
卓斌）海南日报记者9月10日从省
教育厅获悉，今年我省教育系统共有
10个先进集体和28位先进个人获全
国表彰。

其中，获得“全国教育系统先进
集体”的共10个：海南大学法学院、
海口市滨海第九小学、省农林科技学
校、东方市特殊教育学校、五指山市

第一小学、北京师范大学万宁附属中
学、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民族思源实
验学校、琼台师范学院附属幼儿园、
乐东黎族自治县思源实验高级中学、
昌江黎族自治县第一小学。

获得“全国教书育人楷模”1人：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李琳娜。

获得“全国模范教师”的共 6
人：琼海市嘉积中学颜业岸、海南大

学法学院邹立刚、海南中学唐盛彪、
三亚高级技工学校祝金辉、琼台师
范学院林文曼、海口市第一中学卢
国仁。

获得“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
者”1人：澄迈思源高级中学李树峰。

获得“全国优秀教师”共14人：
海南华侨中学王嫣雪、省机电工程
学校刘冬生、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

院黄闻寰、白沙黎族自治县龙江中
心学校吴瑞玲、定安县仙沟思源实
验学校蒲珍霞、乐东黎族自治县乐
东中学卢燕、琼海市实验小学黄婷
婷、屯昌县屯昌中学黄龙芳、海南省
农垦中学王英、琼中黎族苗族自治
县第一小学陈燕娇、海南省农垦实
验中学唐运军、省高级技工学校余
水晶、三亚市第一中学田欣灵、海南

医学院牛莉娜。
获得“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的

共2人：省机关幼儿园钱芳、三亚市
第九小学吕锐。

“乡村优秀青年教师”培养奖励
计划入选者共4人：万宁市禄马学校
朱深深、海口市新谭小学许燕云、定
安县仙沟思源学校刘爽、屯昌县南吕
镇南吕中心小学曾春丽。

我省教育系统10个先进集体28位先进个人获全国表彰

◀上接A01版
“刘书记以海南的建设和发展为切入点，结合

自身的经历讲思政课，用有情怀、有温度、有力量
的话语，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难忘、十分‘解渴’的
思政课。”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蒋玉表
示，通过聆听这堂课，师生们不仅更全面地了解了
海南的昨天，也更希望成为海南今天的建设者，为
海南辉煌的明天而努力。她说，自己将从中汲取
经验，不断理清教学思路，改善教学方法，调整教
学语言，进一步提升学生们的“抬头率”“吸收率”，
把思政课讲得“有滋有味”。

“在讲课中，刘书记提到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等举措，为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提供强有力的
人才支持和智力支撑。这让我们职教生深受鼓
舞。”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2018级连锁一班学
生邹锴梁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自己将牢牢把握人
生的黄金时期，学到真知识、学出真本领，一步一
个脚印，为海南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省教育厅有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全省教育
系统将对标讲课要求，不断完善顶层设计，推动制
度创新，切实加强党对学校思政课建设的领导。
将发挥全省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研讨会、
全省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育教学联盟等平台作
用，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
进”，推进新时代学校思政课改革创新。通过开展
全省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建设、举办高校思政
课骨干教师研修班、全省思政课教师“周末理论大
讲堂”等，着力打造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精湛、
育人水平高超的高素质专业化思政课教师队伍。

“背水一战”打赢脱贫攻坚战
聚焦“两不愁三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