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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医二附院获心、肝、肺脏移植资质

我省医疗机构已获
所有大器官移植资质

本报海口10月30日讯（记者马珂）海南日
报记者从省卫健委获悉，国家卫健委日前发文认
定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肝脏移植、心脏移植、
肺脏移植执业资格，至此我省医疗机构已获得所
有大器官移植资质，并可开展相关手术。

据了解，为进一步促进我国器官移植事业
健康、可持续发展，有序增加器官移植服务资源
供给，根据《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和有关审批流
程，国家卫健委对17个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提交的43所医疗机构人体器官移植执业资格
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并组织专家进行现场审
核。经审核13所医疗机构符合条件，予以认定
相关人体器官移植执业资格。其中我省海南医
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获得肝脏移植、心脏移植、肺
脏移植执业资格。

2008年，海医二附院在泌尿外科设立独立
的肾脏移植小组，形成了器官移植科的雏形。
2018年 7月，该院成立了器官移植科。科室成
立至今共完成了122例肾移植、6例胰肾联合、2
例胰腺移植。该院还开展我省首例胰肾联合移
植手术、首例ABO血型不相容肾移植手术，移植
技术处于国内一流水平。目前医院已完成相关移
植技术的人才储备，完全具备开展肝脏、心脏、肺
脏移植能力。

■ 本报记者 李磊

“感谢你们二位对多贤村的帮
扶，让村里火龙果产业第一次实现
了分红。”10月29日上午，作为临高
县波莲镇多贤村产业扶贫项目之
一，该村火龙果基地实现首次分
红。当31名村民接过装有现金的
信封时，村支部书记陈亚青特别向
两位驻村干部表示感谢。

陈亚青所感谢的这两位驻村干
部，分别是省委深改办（自贸办）派
驻多贤村的驻村第一书记秦禧、武
警海南省总队派驻该村的扶贫干部
张斌。近一年来，他们在多贤村并
肩作战，为该村打造了一条脱贫致
富道路。

三年前，多贤村还是临高县有
名的贫困村，经济收入和各项工作
排名波莲镇倒数第一，村党支部也
被贴上“软弱涣散”的标签。2016

年，武警海南省总队定点帮扶多贤
村。在产业扶贫上，该单位在与村

“两委”商议及进行市场调查后，选
择了发展前景较好的火龙果种植项
目。但项目启动后，村干部和村民
没有统一思想，项目眼看着要流产。

村“两委”班子心不齐，村民脱
贫动力不足，扶贫工作如何推动？
武警海南省总队党委决定选派一
名基层干部驻村指导。今年1月，
武警海南省总队儋州支队副大队
长张斌被任命为该村扶贫干部。
驻村后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帮助
规范村组织生活制度，加强干部人
心团结。张斌还带领大家前往外
省参观学习火龙果种植技术，慢慢
地，火龙果基地的前景得到了越来
越多的村民认可。

与此同时，张斌也迎来了脱贫
攻坚一线的战友。今年年初，省委
深改办（自贸办）选派该办宣传处副

处长秦禧担任多贤村驻村第一书
记，与张斌并肩奋战。

“虽然我们分别来自省直机关
和军营，但在脱贫攻坚一线，我们合
作紧密，分工明确，都有一个共同的
目标，让多贤村的贫困户早日脱
贫。”秦禧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在多
贤村，他发挥自身优势，将工作重点
放在教育扶贫和党建上，并协助武
警海南总队与地方政府沟通，推动
帮扶措施的落地。

为了夯实多贤村的基层组织，
让全村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
使，秦禧、张斌两位驻村干部带领
村党支部通过脱贫致富电视夜校、

“两学一做”电视夜校、党员远程教
育平台、“学习强国”App等载体，
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及贫困户一起
学习、一起讨论。每个星期，村里
党员干部还拿出一天时间在村里
开展人居环境整治，虽然常常是一

身泥一身汗，但越来越多的村民被
带动起来了，村里的环境也一天天
地变整洁了。

产业兴，才能百业兴。村党支
部通过认真反省认识到，要致富，仅
靠外力帮扶不够，关键还得自力更
生。今年以来，村集体经济收入已
达到十万元，这些钱将继续用于鼓
励生产、推进乡风文明治理、完善基
础设施等造福民生的事项。最让人
振奋的是，在党支部的指导和帮助
下，不少贫困村民树立起了“脱贫不
能等靠要”的思想，利用自家自留地
发展经济。

秦禧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双方
单位在对多贤村的下一步帮扶工作
中，将继续通过党建工作、文化教
育，进一步激发村民内生动力，发展
产业，共建美丽乡村，让大家生活越
来越好。

（本报临城10月30日电）

军地两位驻村干部并肩奋战临高脱贫攻坚一线

扶贫路上好搭档，助多贤村变“多钱”

探寻全球顶尖生物医药项目

海口高新区主办
创客中国瑞士分赛

本报讯（记者郭萃）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国
家高新区获悉，日前，由海口国家高新区创业孵化
中心和汇桔网联合主办的2019年“创客中国”国
际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瑞士专场赛在瑞士苏黎
世举行，吸引了众多来自全球生物医药、人工智
能、先进制造、大数据、新能源、物联网等领域的创
新创业团队踊跃参与。

海口国家高新区携手合作伙伴共同举办此次
瑞士专场赛，旨在寻找匹配的生物医药定向项目，
引入全球顶尖生物医药项目落地海口，助力海口
国家高新区产业升级。

现场比赛十分激烈，精彩的项目层出不穷。
来自中瑞两国的资深创业导师、企业大咖、知名投
资人组成的评委团，从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团队
实力、市场前景等多个维度对路演项目进行考评。

本报海口10月30日讯（记者孙
慧 齐霁鸿）海南日报记者10月30日
从海口市河长制办公室了解到，海口
在推进河长制、湖长制过程中，积极成
立河道专管员队伍，各区组建“志愿
者+社区工作人员”模式的生态环境
志愿者服务队伍，目前全市已经有
300多名“百姓河长”，他们积极守护

着海口市河湖生态环境。
海口市龙华区中山街道居民王大

有每天只要有空，就会到家附近的东
西湖转转，一旦发现有丢垃圾、采摘花
草等破坏东西湖生态的行为，他就会
上前去制止，或是将破坏情况拍照留
档，通过手机向海口市河长办公室反
馈情况。

海口市河长制办公室相关负责人
介绍，海口市全力推进河长制、湖长制
从有名、有实到有效的转变，其中在治
理美舍河、东西湖等河湖水体中，补齐
河湖岸线与水体脏、乱、差等整治上的
短板；建立海口市河湖长制信息化管
理平台，在河湖动态日常管理行为上
加强监管；建立多部门联动机制，河湖

管护成效显著。
为加强河湖生态日常监督与巡

视，海口市鼓励退休工人、学生、志愿
者等人士积极报名当“百姓河长”。“百
姓河长”主要职责包括履行河湖巡查，
上报发现的各类污染源；收集河湖相
关信息；宣传治水政策，带动居民护
河、爱水；收集及反映市民意见；协调

群众与“官方河长”良性互动沟通等，
形成当地群众与政府治水部门的工作
合力，创建水体治理共治共享共管新
机制，以达到水体治理新成效。

目前，包括“百姓河长”在内，海口
全市约1800名河长构建了责任明确、
协调有序、监管严格、保护有力的河流
巡查监管机制。

招募普通市民开展日常监督巡视

海口300余“百姓河长”护河湖

本报万城10月30日电（记者袁
宇 刘梦晓 通讯员王丽云）为防范
台风“麦德姆”带来破坏影响，连日
来，我省有关市县纷纷加强应对部
署，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万宁市政府要求各有关部门
高度重视防台风工作，克服麻痹大
意思想。切实加强防汛防风值班，
做好水库安全度汛、地质灾害风险

防控、旅游景点和建筑工地安全管
理、城市排涝、渔船渔排和危房人
员转移避险等重点工作。该市各
部门将应急抢险物资、器械准备到
位，组织应急抢险队伍随时待命，
做好防范工作。

琼海市政府要求各部门、各单位
必须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责任落实，
切实做到思想到位、组织到位、措施

到位。加快部署做好各项防御措施，
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上
下联动，及早发现风险隐患，及时做
到妥善处置和救援救助。该市将对
全市水库进行全面排查，确保安全度
汛。适时做好地质灾害频发和低洼
地区人群转移。同时加强城区易涝
地段排查，保障群众正常出行，并做
好应急物资储备和供水供气保障工
作，成立应急抢险队伍，应对可能出
现的灾情。

定安县相关部门将及时滚动发布

预警信息，严格执行24小时应急值
守，确保水利设施安全度汛。同时组
织人员疏通田间沟渠，确保排水畅通，
最大程度降低对冬季瓜果蔬菜种植的
影响。加强对全县旅游景点防汛工作
的指导、检查，适时停止有关旅游活
动，确保游客安全。此外，还将对居住
在危房、山洪灾害易发区等危险地区
的人群进行排查和适时转移，并组织
人员加大对全县16座漫水桥和供电、
供水、通讯情况的巡查力度，认真落实
好各项应急处置工作。

我省有关市县认真做好防风度汛工作

周密部署防御“麦德姆”

脱贫攻坚“创优保优”大冲刺

三亚阿里数字农业基地农民投身
科技农业，产品直供天猫“双11”

遥控灌溉空中施肥
“海陆空”保驾护航

■ 本报记者 孙慧

你吃过黄色的火龙果吗？近日，
在三亚市的阿里数字农业基地，一批
黄澄澄的黄金火龙果已经到了成熟
采摘期。再过几天，这批黄金火龙果
将经历一场从枝头到舌尖的争分夺
秒：从树上采摘后，2小时抵达分拣
中心，4小时将果实从38℃降至7℃
以保持新鲜，3分钟完成打包装车，
最长6小时乘飞机抵达上海。当抵
达消费者手中的那一刻，还保持着最
佳的舌尖口感。

这种黄金火龙果又叫燕窝果，是
三亚阿里数字基地从南美国家厄瓜多
尔引进的品种，由台湾农业专家组研
发引种。三亚阿里数字基地的种植农
民董文荣说，这种果的糖度超过
20%，而普通红色火龙果只有15%。

“果肉很甜，软软糯糯的，入口即化的
感觉。”

从空中俯瞰，三亚阿里数字农业
基地是一块坡型农田。一到夜晚，这
块田地里的光束绵延数千亩。三亚
阿里数字农业基地是阿里巴巴布局
全国着力打造的1000个农业基地之
一。在这个农业基地里，手机是一种
新农具，人们用手机看天气、看数据，
预计订单的销量，更知道种出什么甜
度的水果是消费者最喜欢的。

董文荣的手机看起来挺新，但他
打字速度并不快，也不怎么聊天。大
部分时间，他用手机遥控“种地”，通过
手机操作水肥一体化设施灌溉，用检
测仪器防控病虫害，用无人机施肥、撒
药。机械化操作，让农民从繁重的体
力劳动中解脱出来。

网购水果，痛点在于物流。事实
上，以前很多水果都是还未成熟就被
摘下枝头，因为要和遥远的路途“拼
斗”。据该基地负责人介绍，天猫“双
11”狂欢购物节即将来临，阿里巴巴
动用了海陆空力量，保证海南火龙果
新鲜不隔夜，物流次日达北上广深等
11个城市。

基地周边海景美，但对董文荣
来说，现在无暇看海，只关心黄金火
龙果的丰收。他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以前他家年收入不到 4000 元，
现在农业进步了，年收入也增加了，
向5万元迈进。

10月30日上午，在基地里忙着
干活的董文荣，汗水顺着脸颊上的纹
路静静淌下来。他抹了把脸，有点不
好意思。“你看，这片农田比我好看多
了。”他笑着说，以后一定要买一身好
衣服，也来张自拍，背景就是这块地。

（本报三亚10月30日电）

本报海口10月30日讯（记者郭
萃）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菜篮子产业
集团获悉，10月29日起，海口3家已
实现通电的菜篮子社区平价菜便民
网点开始投放政府储备冻猪肉，下一
步，该集团将根据市民需求，在满足
通电要求的前提下，逐步向旗下39

家菜篮子社区平价菜便民网点投放
政府储备冻猪肉，并有序增加放心猪
肉供应量。

据悉，为确保近期海口市猪肉等
各类物价平稳，海口菜篮子产业集团不
断加大政府储备冻猪肉的投放力度。
3家投放政府储备冻猪肉的篮子社区

平价菜便民网点分别是秀英区水云天
小区西门马路对面的XY-40平价菜
便民网点、龙华区芙蓉路与民声西路交
汇处的LH-11平价菜便民网点、金龙
横路2号LH-13平价菜便民网点。

菜篮子社区平价菜便民网点供
应的冻猪肉品种与菜篮子直营门店
保持一致，主要包含排骨、龙骨等市
民喜好品种，零售定价为排骨24.97
元/斤、龙骨12.27元/斤、扇骨11.22

元/斤、一级精五花（白猪）13.81元/
斤、特级精五花14.19元/斤、带皮小
五花10.40元/斤。

为确保给市民提供的猪肉产品
合格有保障，海口菜篮子产业集团要
求供应单位提供经相关政府部门检
验检疫合格的政府储备冻猪肉，且必
须具备“两证一报告”：动物检疫合格
证明、商品品质检验合格证、非洲猪
瘟病毒检测报告。

海口3平价菜网点开售政府储备冻猪肉
价格实惠质量有保障，下一步将推广至39家

三亚⇌俄罗斯托木斯克
航线开通

本报三亚10月 30日电 （记者徐慧玲）10
月30日凌晨，一架波音客机抵达三亚凤凰国际
机场，标志着三亚⇌俄罗斯托木斯克航线正式
开通，机上共有163名旅客从俄罗斯托木斯克
抵达三亚。

据悉，由北方之星航空执飞的三亚⇌托木斯
克航线每周二执行一班，航线往返飞行时长为13
小时25分钟。进港航班号为Y7503，于每周二
19时20分从托木斯克起飞，次日凌晨2时5分抵
达三亚；出港航班号为Y7504，每周二凌晨1时
10分从三亚起飞，当日7时50分抵达托木斯克
（以上均为北京时间）。

托木斯克州位于俄罗斯西伯利亚平原东南
部，鄂毕河中部流域，是俄罗斯的最大州之一，首
府为托木斯克市，是西伯利亚地区教育和科学中
心。该航线的开通将为两地人员商务和旅游出行
等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务。

生活英语

自贸英语角
A：What are they doing？
他们在干吗？
B：They are performing the bamboo

dance。 It is a kind of traditional and
historic dance in Hainan。

他们在跳竹竿舞。这是海南岛上一种传统、
历史悠久的舞蹈。

自贸英语

扫码收听本报记者
尤梦瑜朗读的英语音频。

紧紧围绕强化公益属性的目标深化事业单
位改革，除仅为机关提供支持保障的事业单位
外，原则上取消行政级别，允许改革后的事业单
位结合实际完善有利于激励人才的绩效工资内
部分配办法。

Deepen the reform of public institu-
tions to focus on serving public inter-
ests。 Except for those that only pro-
vide support for Party and government
departments， public institutions shall
cancel all administrative rankings in
principle， and improve the distribution
of employees’merit pay to encourage
talents based on their own conditions af-
ter reform。

【资料来源：省委深改办（自贸办）、省旅游和
文化广电体育厅】

10月30日，在文昌市
铺前镇铺龙村的椰壳加工
厂，工人师傅对椰壳进行
加工，把废弃的椰子壳加
工成精美的椰壳厨具。

这座由铺前镇政府引
进企业建设的扶贫车间，
占地面积约2亩，主要进行
椰子原料采购、椰壳类产品
的加工等。扶贫车间对贫
困户进行劳动技能培训，让
他们勤劳致富。贫困户有
社保，每个月有1800元的
基本工资，还可通过将产业
帮扶资金入股公司，享受年
度分红。截至目前，铺前镇
共有126户贫困户签订了
入股协议。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文昌铺前镇：

扶贫车间促就业

◀上接A01版
肖杰代表海南省委、省政府向

与会台湾同胞和各位嘉宾表示欢
迎。他指出，海南建设自贸区自贸
港，为全面深化琼台交流合作创造
了更好条件，真诚欢迎台湾工商界
人士积极参与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
设。海南将认真落实国家“惠台31
条措施”和我省的“30条措施”，积极
创造优越环境、提供更好服务，一如
既往支持台胞和台商、台资企业在
琼发展。台湾发展民宿的好理念好
经验值得海南学习借鉴，希望与会
代表积极为海南民宿发展建言献
策、贡献力量。

本次大会旨在搭建琼台两地民
宿及美丽乡村建设交流合作的平台，
积极引进台湾民宿经济、现代农业发
展经验，吸引台商资本和先进科研、
技术及经营管理力量落户，促进美丽
乡村建设从“点”到“线”向“面”发
展。期间，还将举行海口美丽乡村合
作推介、美丽乡村休闲旅游高端对
话、产业投资考察、琼台民宿旅游报告
会等活动。

交流民宿发展经验
共享行业发展价值

多措并举 保供稳价

关注台风“麦德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