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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琼剧《红色娘子军》
海口上演

本报海口10月15日讯（记者尤梦瑜）为庆
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10月15日晚上，由海南省
文化艺术学校与中国戏曲学院联合打造的教学实
践精品剧目——现代琼剧《红色娘子军》在省歌舞
剧院上演。

历时一年精心打造的琼剧《红色娘子军》，由
省艺校师生同台出演，通过琼剧这一传统戏曲表
演形式再现海南红色传奇故事，展现琼崖革命“二
十三年红旗不倒”的革命精神。

该剧由中国戏曲学院教授、国家一级导演
李永志执导，省艺校青年骨干教师邢迎平任副
导演，中国戏曲学院艺术实践处处长张尧任艺
术顾问。

全剧音乐依据琼剧作曲家吴梅、中国戏曲
学会音乐协会会长谢振强等国内一流专家学
者的意见，由省艺校张文海、陈杰等器乐专业
骨干教师多次修改，创作表演团队精心排练、
精益求精。

红色娘子军是海南宝贵的文化资源，多年来，
电影、芭蕾舞剧等艺术作品令其成为海南一张亮
眼的文化艺术名片。据省艺校相关负责人介绍，
该剧是省艺校与中国戏曲学院建立战略合作以来
教学实践的又一成果，是双方整合艺术资源，在学
术研究、人才培养、创作文艺精品以及琼剧传承等
方面更深层次的合作，以当代视野对英模题材作
出新思考、新呈现，是对海南传统琼剧的继承和创
新的探索，共同推动戏曲传承创新。

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10月19日至20日举行

本报海口10月15日讯（记者陈蔚林 特约
记者高春燕）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将于10月
19日至20日举行。

据了解，本次考试，我省所有考场均设在标准
化考场进行，保证考点设置规范、管理严格、措施
到位。为给考生创造安全稳定、管理严格、公平公
正的考试环境，我省公安、工商等部门已联合开展
考试环境综合治理、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
作弊器材、打击替考等专项行动。此外，我省还加
强选聘培训，提高考务工作队伍素质，增加考务人
员法律意识、危机意识和责任意识，提高考务管理
水平和防范、识别高科技作弊的能力。

省考试局提醒，为避免因天气、交通堵塞等
因素耽误考试，考生要落实出行方式和交通路
线，科学合理安排出行线路，保证提前到达考
点，熟悉所在考点考试环境，并确认自己所在的
考场位置。此外，今年我省采用人脸识别技术对
考生的身份进行验证，考生进入考点时要提前准
备好身份证、准考证，请按照工作人员引导自觉
接受身份验证。

省考试局强调，所有参加自考的考生，本人必
须与主考学校签订考生诚信考试承诺书或通过省
考试局网上登录自考报名承诺书人脸系统，承诺
诚信考试并本人签名确认。省考试局将严肃考风
考纪，严格执行《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相关规定，对
于考试违规违纪行为坚决查处，绝不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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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进展快报

专家学者将齐聚儋州
为健康中国建言献策

本报那大10月15日电（记者周月光 张文
君 特约记者李珂）“一带一路·健康海南·战略发
展高峰论坛”将于10月18日至19日在儋州市举
行。这是10月15日海南日报记者从儋州市卫生
健康委员会获悉的。

据介绍，在儋州市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开展医疗合作2周年之际，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儋州市政府、上海交通大学
医学院、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共同举办“一
带一路·健康海南·战略发展高峰论坛”，邀请
全国“一带一路”重点城市医院的代表，中国工
程院张志愿院士、马来西亚口腔种植协会会长
Dr.How Kim Chuan等专家学者齐聚儋州，共
同为“一带一路”支点——海南在中国健康全球战
略中的发展，为多方协力实施健康中国2030国家
战略建言献策。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有关负责人说，此次高峰
论坛的举行将加强海南同“一带一路”有关国家和
地区的医疗交流与合作，促进海南医疗卫生事业
发展，助力海南西部医疗中心建设。

本报嘉积10月15日电（记者
袁宇）10月15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
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以
下简称乐城先行区）管理局获悉，乐城
先行区正加快推动临床真实世界数据
应用落地，目前国家、省相关部门及先
行区管理局已指派人员指导申请人及
临床机构，通过数据收集、系统处理、
建立分析模型开展统计分析形成相关
证据，以支持药品、医疗器械产品注册
申报，将力争在2020年第一季度或上
半年前，实现1到2个品种药品、医疗

器械获批上市。
为更好地开展临床真实世界数据

应用试点工作，海南药监局成立“321
专项工作办公室”，收集国内外有关
真实世界研究的最新动态，研究美国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有关真
实世界的指南、框架文件以及上市实
例。同时，在征求各部门、专家意见
的基础上，起草《海南博鳌乐城国际
医疗旅游先行区临床真实世界数据
应用试点工作实施方案》《试点工作领
导小组方案》《试点工作专家工作组方

案》，这三个方案都已于今年9月19日
印发执行。

此外，海南省药监局还将搭建全
省真实世界健康医疗大数据平台，整
合全省医疗、医保、医药“三医”数据，
实现全省医疗数据互联互通，同时链
接相关国家数据库和临床肿瘤等专
项数据平台，建成全国省级监管领域
的真实世界数据平台。除用于服务
产品注册外，还用于开展上市后监
管、疾病防治研究，形成大数据人工
智能环境下的药物研发、临床指南以

及患者精准诊疗体系。
先行区也将积极探索建立数据

采集、处理、存储、质控等体系，建立
数据标准化字典，指导医疗机构建
立统一的数据结构和医学术语标准
化体系，构建完善的数据质量管理
体系，规范数据采集和清理的标准
操作程序。同时，搭建好数据库平
台，为开展真实世界临床数据研究
提供保障。

据介绍，乐城先行区正推进建
成规划总床位数500床、占地面积

约145亩的博鳌研究型医院，作为
国家真实世界临床数据研究中心。
这个项目预计在今年年底开工建
设。未来，海南还将会同相关部门
扩大特许政策范围，推进更多符合
条件的临床机构纳入实施临床急需
进口医疗器械政策范围，以增加就
诊患者数量、增加用于真实世界临
床数据研究的样本量，大力推进国
家级医院尤其是公立医院的品牌、
管理、技术、商标在先行区医疗机构
设立和使用。

本报嘉积10月15日电（记者
袁宇 通讯员陈卓）10月15日，海南
日报记者在琼海市银海路片区排水
管网改造工程（二期）项目施工现场
看到，8台挖掘机、近90名施工工人
正在现场的5个工作面上同时施工，
现场施工有条不紊，其中银海路南侧
路段施工进入尾声。据悉，整个工程
预计年内完成。

琼海市银海路片区排水管网改
造工程（二期）项目开工建设，旨在
通过排水管网改造，解决银海路及
周边片区大雨天路面积水内涝以及
雨水、居民生活污水合流排入加浪
河的问题。

现场施工负责人介绍，项目施工
改造路段的原雨水排水管道为仅1.2
米宽的软管，且雨污水共用一条排水

管。二期工程将新建雨、污水排水管
道各3.2公里，将雨水管道改造为宽
6.6米、高1.6米的方沟，新建一座排
水量达每秒22.4立方米的泵站。

据介绍，琼海市银海路片区排水
管网改造工程（二期）项目施工总长
度3.2公里，当前工程已完成总工程
量的60%，其中，南侧路段的施工建
设长度为900米，目前仅剩60米的

施工作业量。
该负责人表示，当前银海路南侧

的施工重点为路面恢复作业，进行路
沿石安装、土方回填和雨污水管道施
工等。此外，排水泵站的地下部分施
工作业也正在进行中。在南侧施工
完成后，将全力集中推进银海路北侧
施工，将分为6个工作面进行，预计
年内完成全部工程。

县中医院项目
力争明年6月完工

本报屯城 10 月 15 日电 （记
者 谢 凯 特 约 记 者 邓 积 钊 通 讯
员林小丹）门诊大楼即将封顶、
占 地 约 1800 平 方 米 的 住 院 楼
正进行建设土地平整、百名工
人吃住在工地一线……这是海
南日报记者 10 月 15 日上午在
屯昌县中医院项目现场看到的
情景。

屯昌县中医院项目经理邓军介
绍，自今年4月底进场施工以来，施
工方主要在进行场地平整和门诊综
合楼的建设，目前项目主体建设已
完成计划的30%。

“为确保工程进度，每天项目部
在工地上的施工和管理人员大约有
110人左右，后期将根据项目业主
的要求加派人员。”邓军说，屯昌县
中医院项目共分两期，施工方争取
在春节前实现住院楼和行政办公楼
封顶，力争2020年6月整个工程建
设完工。

屯昌县中医院选址于该县环
西路与八一西路交叉口处，项目
规划总用地面积 80.7 亩，按两期
建 设 ，其 中 一 期 建 筑 面 积 达
37662.21 平方米，一期建成后自
成体系，能够正常运转营业。二
期用地暂规划作为中草药种植
公园。

屯昌县中医院的建设，得到
当地政府大力支持。为保证项目
施工进度，自项目施工方进场以
来，每周一召开一次项目建设监
理会议，项目业主屯昌县重点项
目办和施工方等有关部门一起商
讨项目推进问题。目前，所有施
工许可已经办结，整个工程建设
全面启动。

“在建设项目推进过程中，涉
及政府的审批等前期工作已经完
成，我们将继续保障后续资金的
到位，让施工方全力加快项目进
度。”屯昌县重点项目办主任刘
丛辉说。

乐城先行区推动临床真实世界数据应用试点落地
力争试点产品明年上半年获批上市

海南革命老区村庄行

■ 本报记者 刘操

道路两旁房舍错落有致，沿途风光
宜人，络绎不绝的游客驻足欣赏山清水
秀的风光，聆听革命时期的峥嵘故事。
这是海南日报记者近日来到昌江黎族
自治县七叉镇尼下村时见到的景象。

尼下村是一个黎族同胞聚居的村
庄，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
的革命老区村庄，从1941年至1950
年5月海南解放，村民不畏艰难困苦，
不怕流血牺牲，为革命胜利作出了很
大的贡献和牺牲。近年来，尼下村立
足木棉旅游季，推动旅游扶贫、生态扶
贫，让越来越多的百姓吃上了“旅游
饭”“生态饭”。

红色武装得到拥护

尼下村曾是一片红色沃土。79

岁的老村民吉亚现介绍，在1942年5
月底到1944年春的反“蚕食”反“扫荡”
斗争中，中共昌感县委赵光炬等共产党
人经常来到尼下村宣传共产党团结抗
日的主张，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
的罪恶行径，动员群众参军支前。

“无论何时，我都可以挺着胸脯，
自豪地说一句：不管革命年代有多么
艰难困苦，我们的村民始终支持共产
党！”村民吉亚现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在抗日战争那极其艰难的时期，尼下
村的老百姓宁可自己忍饥受饿，也要
积极筹粮支持抗战。很多村民把家里
仅有的一点存粮全部拿出来，还到地
里挖木薯、番薯，摘毛豆，收集起来后
或肩挑或船运到江对岸的地下交通
站，送给共产党的抗日部队。

“我们村群众基础好，村民们思想
觉悟高，参加革命人数多，有10多个青
年加入了革命队伍，村里面有多户革命

堡垒户。”今年77岁的老村民林亚付也
常常听父辈们讲起村中的红色历史。

林亚付介绍，尼下村很多村民尽其
所能、倾其全力保护和支持琼崖革命，很
多同志为了给共产党送情报、筹粮食、执
行宣传任务，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

1949年12月18日，毛泽东主席向
第四野战军发出准备渡海作战解放琼
崖的命令，尼下村的老百姓响应琼崖区
党委的号召，积极筹粮，参加支前队
伍。据记载，在解放战争时期，尼下村
北面的一座山中曾秘密建有粮库，主要
用于收集存放转移七叉镇老百姓支援
解放军的粮食等物资。期间，国民党反
动派特务为追查当地老百姓给解放军
送粮，使用各种手段引诱欺骗老百姓，
不少当地百姓惨遭杀害。

“我们尼下村的村民一直牢记先
辈们为我们今天的幸福所作出的牺
牲，让革命精神传承下去！”林亚付说。

旅游发展群众增收

昌化江畔木棉红赏花观景点位

于尼下村，木棉花盛开之时，沿江两
岸层林尽染，红花似火，是不可多得的
木棉赏花之地。每年春节前后，来自
省内外的游客就一拨一拨地赶往昌江
黎族自治县七叉镇去欣赏这大自然的
美景。

“我们这里的木棉花美，早已远近
闻名。”尼下村党支部书记洪成民说，
每到赏花季节，尼下村村民会来到昌
化江畔的木棉赏花点搭起小摊位，销
售旅游产品，从昌江当下发展正火热
的旅游中分得了“一杯羹”。

“虽说摊位简单，卖的只是甘蔗汁
和杂粮类的小吃，但村民一天能有两
三百元的收入！”洪成民告诉海南日报
记者，今年春节期间，尼下村共组织
70户村民参与到旅游服务中，通过在
木棉观景台设置摊位，为村民增加了
增收渠道。

七叉镇镇长刘克胜介绍，近年来，
七叉镇依托丰富的旅游资源优势，大
力发展现代特色旅游、休闲旅游和乡
村旅游产业，带动景区周边的群众实
现增收。“昌江为七叉旅游发展修建了

环镇公路，宽6米，将七叉的各个乡村
和木棉花观景点连在一起。道路穿过
田野，穿过乡村，延伸至江畔，将自然
的美景拉近至你的眼前。”

借着旅游发展东风，尼下村近年
来村容村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洪成民说，尼下村持续弘扬革命老区
精神，着力开发昌化江畔旅游产业，挖
掘少数民族文化，擦亮旅游名片。村

“两委”带领全体党员群众紧紧抓住
“美丽乡村”建设契机，加大旅游基础
设施建设力度。“我们的观景码头、沿
江旅游栈道、生态停车场、旅游厕所等
基础设施项目相继完成，旅游发展的
前景非常好。”

“现在尼下村统一规划建起民房，
统一立面改造，别致好看。路也修好
了，两边也栽上了花草，居住环境比以
前好多了。”洪成民说。

如今，尼下村群众正以昂扬饱满
的精气神，立足优越的生态条件，统筹
推进扶贫开发与美丽乡村建设，加快
致富奔小康的步伐。

（本报石碌10月15日电）

昌江黎族自治县七叉镇尼下村：

老区展新颜 群众日子甜

银海路片区排水管网改造工程预计年内完工

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10月14日12时-10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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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23

21

12

发布单位:海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本报海口10月15日讯（记者
张期望）10月15日，海南日报记者
从海口市自然资源与规划局获悉，海
口将投入5063.76万元建设海口湾
生态整治与修复项目，该项目主要包
括岛体岸线修复、滨海湿地修复、水
文动力及沿岛冲淤环境恢复等5项

工程，计划工期12个月。
据了解，海口湾生态整治与修复

项目代建单位为海口统发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修复范围为海口湾灯塔酒
店围填海工程周边。为修复海口湾
生态环境，该项目拟开展包括岛体岸
线修复、滨海湿地修复、海洋生物资

源恢复、水文动力及沿岛冲淤环境恢
复、岛体及周边海域生态环境监测监
视等5项环境整治与修复工程。

为恢复海口湾周边的生态，除大
力清淤清理垃圾外，相关建设单位将
在海口湾投放红鳍笛鲷40万尾、斑
节对虾200万尾、华贵栉孔扇贝100

万粒，并在海口湾东侧、万绿园北侧
滩涂区种植宽3米-5米、长约700
米的红树林带。

据悉，建设单位已在海口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官网发布相关信息，邀
请广大市民和相关单位对该项目建
设内容提出建议。

投入5000多万元整治修复海口湾生态

10月15日，建在三亚市民果园内的公共厕所，四周绿树红花环绕。
据悉，三亚不断优化提升城乡人居环境，完善和提升公厕服务功能，制定了《三亚市“厕所革命”三年行动计

划》。根据计划，吉阳区每年要新建5座、改造8座环保公厕，该区从今年6月开始建设的12座高颜值公厕，已亮
相三亚街头。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高颜值公厕
亮相街头

海口椰合幼儿园下月开建
可提供450个学位

本报海口10月15日讯（记者计思佳）海南
日报记者10月15日从海口市琼山区教育局获
悉，为加快“一校两园”项目建设，缓解琼山区府
城地区学位紧缺问题，海口市、区政府计划于11
月份在海南政法职业学院北面建设椰合幼儿
园。据悉，椰合幼儿园总建筑面积5916平方米，
办学规模为15个班，建好后可提供450个幼儿
学位。

三亚

海口

琼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