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口部分业务窗口搬家，办事别跑空

本报海口11月11日讯（记者习霁鸿）11月11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卫健委获悉，海口市人民医院、海口市中医医院、海口市妇幼保健院、海
口市第三人民医院、海口市第四人民医院、海口市骨科与糖尿病医院等6家市属二级以上公立医院日前公布了节假日及夜间专家门诊排班表，市民可
通过椰城市民云“医疗健康”或医院的微信公众号、网站等进行预约挂号。

海口公布6家公立医院节假日及夜间专家排班表

晚上看病可预约专家了

文昌会文镇
3栋违建楼房被拆除

本报文城11月11日电（记者李佳飞 特约
记者黄良策）11月11日上午，文昌市综合行政执
法局依法拆除该市会文镇3栋近千平方米违建楼
房。被拆除的3栋违建楼房，1栋位于会文镇朝奎
村龙所园村村民小组，2栋位于该镇新佛珠交易
市场后面，建筑面积共972.55平方米。

据悉，位于龙所园村的违建楼房全部占用基
本农田；位于新佛珠交易市场后面的2栋违建楼
房，1栋全部占用基本农田，另1栋虽是建设用地，
但违法当事人未报先建，且不具有补办手续的主体
资格。这3栋违建楼房均属顶风抢建。在其抢建
过程中，会文镇政府和文昌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等相
关部门工作人员多次向相关违建当事人宣传相关
政策法规，并到场劝阻制止，但其继续顶风抢建。

具体专家出诊时间（周一至周日）

海口国兴大润发商业有限公司销售的豇豆（长豆角）

海口培龙农贸市场吴林花销售的乌鱼

文昌文城义方千百汇超市销售的鸡蛋

海口培龙农贸市场占克标销售的文蛤

海口龙华黄良海鲜摊位销售的濑尿虾

文昌文城黄妙鱼摊销售的灯光鱼

海口美兰李妚芳水产品摊销售的罗非鱼

屯昌屯城德霞蔬菜摊销售的辣椒（三味椒）

海口培龙农贸市场吴林花销售的泥鳅

澄迈老城农贸市场唐小芳摊位销售的乌鸡肉

定安定城王春妮鸡鸭销售摊销售的鸡肉

昌江十月田市场兰海燕鸡摊销售的鸡肉

昌江十月田高丽芬生鸡摊销售的鸡肉

三亚田独聚润粮油商行销售的鸡蛋

万宁万城惠娟生鲜摊销售的沙甲

陵水椰林北斗陈彩虹海产品摊销售的沙甲

儋州那大耀之运食品厂生产销售的烤面包（三角形）

儋州那大耀之运食品厂生产销售的烤面包（方形）

焙星期食品（武汉）有限公司生产的海之最钢琴蛋糕

龙海市曼悦芙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手工蛋糕

湖南裕湘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裕湘红烧牛肉红薯粉

广东金鲤桥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山楂

我省7艘船舶被评为
“安全诚信船舶”

本报讯（记者原中倩 通讯员汪蓓）11月7
日，海南海事局组织召开“安全诚信船舶”证书授
予仪式，海南海盛航运有限公司“荷花海”等7艘
船舶获得此项荣誉证书。

“安全诚信船舶”是目前中国海事局向中国
籍船舶授予的最高荣誉称号。2018年至今，海
南辖区共有9艘船舶获得“安全诚信船舶”称号。

本报海口11月11日讯（记者罗
霞）海南日报记者11月11日从省市场
监管局获悉，该局近日组织抽检食用
农产品等类别产品1120次，共发现不
合格样品22批次。不合格样品涉及
全省多家超市和农贸市场。

我省市场监管部门近期抽检的产
品涉及食用农产品、蛋制品、蜂产品、
罐头、粮食加工品、肉制品、糕点、冷冻
饮品、饮料、方便食品、水果制品、饼
干、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等类别。其

中，在对豇豆、鸡蛋、鸡肉、面包、鱼等
产品抽检过程中，发现不合格产品。

这些不合格产品包括海口国兴大
润发商业有限公司销售的豇豆（长豆
角）；海口培龙农贸市场一些摊位销售
的乌鱼、文蛤、泥鳅等产品；文昌文城义
方千百汇超市销售的鸡蛋；澄迈老城农
贸市场某摊位销售的乌鸡肉；昌江十月
田市场一些摊位销售的鸡肉；儋州那大
耀之运食品厂生产销售的烤面包；三亚
田独聚润粮油商行销售的鸡蛋等产品。

对抽检中发现的不合格产品，当
地市场监管部门已经采取措施依法予
以查处，并责令食用农产品集中交易
市场开办者查清进货渠道、产地等信
息并向相关部门报告；责令食用农产
品销售者对不合格产品立即采取停止
销售等措施防控风险。

省市场监管局欢迎公众积极参与
食品安全监督，如果在市场上发现有害
食品，请拨打12331或 12345投诉举
报，如经查实，最高可获50万元奖励。

我省公布抽检结果

小心！这22批次食品不合格本报海口 11月 11日讯 （记
者郭萃 通讯员林俊汝 吴春娃）
11月 11日上午海南日报记者从
海南省气象台了解到，预计，琼岛

本周前期大部地区有小阵雨，东
南部局地有中到大雨；后期以多
云天气为主，东北半部局地有小
阵雨。

海口市人民医院
时间：每天19：30—22：00

出诊专家：肾内科、肛肠科、
肝脏内科、心胸一区、内分泌科、
消化内科等多个科室。

周六、周日白天有专家出诊。

海口市第三人民医院
时间：每天19：00—21：00

出诊专家：骨科、颅脑
外科、普通内科、妇产科、心
血管内科、儿科等科室。

海口市第四人民医院
时间：每天20：00—22：00

出诊专家：重症医学科、
心血管内科、内科门诊、肾内
科、眼科、耳鼻喉科以及疼痛康
复医学科、普通外科等科室。

海口市妇幼保健院
时间：每天18：00—21：00

出诊专家：儿科
周六、周日出诊的有儿

科、新生儿科和妇产科专
家。

海口市中医医院
时间：每天18:00—21:00

出诊专家：中医内科、
肺病心病科、脾胃肿瘤
科、内分泌风湿肾病科等
科室。

琼岛本周前期有雨，出门要带伞

预计11月11日-12日
受偏东气流影响

全岛多云间阴天有小阵雨，东南部局地有中到大雨
全岛最高气温26℃-29℃

最低气温内陆地区17℃-20℃
沿海地区20℃-23℃

13日-17日
受东北气流影响

全岛以多云天气为主，东北半部局地有小阵雨
最高气温北部、中部和东部地区24℃-27℃

西部和南部地区27℃-30℃
最低气温内陆地区15℃-18℃，其余地区19℃-22℃

陆
地
方
面

本报海口 11月 11日讯 （记
者 习 霁 鸿）11 月 11 日，海南日
报记者从海口市民游客中心了
解到，本月 18日起，海口市政务
管理局、海口市政府服务中心相

关科室窗口将搬迁至海口市青
少年活动中心，政务服务大厅将
搬迁至海口市民游客中心，迁址
后原办公电话不变，咨询电话：
12345。

本版制图/张昕

海口市骨科与糖尿病医院
时间：19：30—22:00

出诊专家：骨科。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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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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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儋州全年禁止
露天焚烧秸秆落叶

本报那大11月11日电（记者张文君 特约
记者李珂）为防治大气污染，改善城乡空气环境质
量，保障群众身体健康，儋州市政府11月9日发
布通告规定，在儋州市行政区域内，全年禁止露天
焚烧秸秆、落叶等产生烟尘污染的农林废弃物。
这是海南日报记者11月11日从儋州市政府有关
部门获悉的。

据悉，对违反规定露天焚烧秸秆、落叶等农林
废弃物的人员，将按照《海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的有关规定，处以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
对造成火灾、重大污染事故和道路交通事故，导致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将依法追究相关
责任人刑事责任。拒不接受或严重阻碍秸秆禁烧监
督管理人员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规定进行处罚；构成犯
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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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广行：一股拼劲“养出”甜蜜生活
近年来，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

局致力于将就业服务覆盖残疾人
群体。在其鼓励和帮扶下，我省涌
现出一批残疾劳动力就业创业典
型，他们用勇气、毅力和汗水谱写
了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为展现
残疾人的就业创业风采，省人力资
源开发局推出残疾人就业创业典
型系列，希望鼓励更多残疾劳动力
走上光明的就业创业之路。

关注残疾人就业创业典型③
黄广行今年61岁。1995年冬季，

一次意外事故让他的左手致残，那年他
37岁，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龄。作为
家里的顶梁柱，意外事故曾一度让他心
灰意冷，不知道何去何从。

迷茫之时，在家人的鼓励下，黄广行
重拾了对生活的信心：“虽然左手用不
了，但我还可以劳动，可以做好多事情！”

经过一番考虑，黄广行打算重操养

蜂旧业。说做就做，黄广行掏出全部积
蓄买来了几箱蜂，以及一批进口的意大
利蜜蜂进行饲养。但没过多长时间，由
于缺少技术，养的蜜蜂死的死、跑的跑。

“当时很气馁，但我不想放弃，甚至把电
话打到中国农业科学院蜜蜂研究所，咨
询养蜂出现的问题。”黄广行说，正是这
股子拼劲，支持着他迎难而上。

为了提高养蜂技术，那些年，黄广行

常向蜜蜂研究所的专家虚心咨询、学习，
还自己读起养蜂书籍、加强与各地养蜂
人的交流，为的就是提高养蜂技术。通
过不断实践和学习探索，黄广行不但掌
握了养蜂的核心技术，还发现了能维持
蜂群的优良蜂种和及时更换老“蜂王”的
技术，提高了养殖效率。

经过多年精心经营，黄广行的养蜂
场渐成规模。而他出产的蜂蜜质地优
良，产品几乎供不应求。如今，他的蜜蜂
已超过100箱，年收入逾10万元。

自己的日子过好了，黄广行还想带

动周边的残疾人一起尝尝养蜂的“甜
头”。“养蜂很适合不能干重活的人，我想
带动更多的农村残疾人通过养蜂致富。”
黄广行说。

这些年来，每到蜜蜂分群的时候，黄
广行都会把分出来的蜂群免费赠予有意
向养蜂的残疾人，并主动向他们传授养
蜂技术，大家在养蜂过程中遇到问题，他
也会亲自上门去帮忙解决。

2010年，黄广行组织成立了海口广
信创业种养殖合作社，为社员提供种养
殖技术服务的同时，还带动周边近30名

贫困户及残疾群众从事养蜂，种植槟榔、
龙眼、荔枝等作物，并注册成立了“绿磊”
商标。在黄广行的带动下，周边不少残
疾群众都通过养蜂等产业做出了一番事
业，生活一年比一年好。

黄广行说：“如今政府和社会都十分
关心残疾人创业就业，借着这股东风，我
打算成立一家蜂蜜加工厂，帮助更多的
残疾人和困难户就业。同时，进一步做
大做强合作社，帮助更多的人增收致富，
让大伙一起过上幸福的日子。”

（策划 撰文/洪祊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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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国史校史
上好初心和使命“必修课”
海南政法职业学院积极传承红色基因，

坚持爱国、爱党和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以忠
诚教育为主线，组织引导党员干部和师生做
到知史爱党、知史爱国，引导党员干部和师生
加深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理解，自觉践行初心和使命。

据了解，该学院深入推进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
脑“三进”活动，推动《形势与政策》和《思想道
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宣讲覆盖全校102个中
队、4200多名学生，宣讲效果良好。

同时，该学院以党史、国史、校史为“营养
剂”，在新生入学教育中举办党史、国史、校史
报告会，增强学生奋发图强的历史使命感和
责任感，鼓励学生传承好学院人才培养“上手
快、听指挥、能吃苦、守纪律、懂礼貌”的五大
特点，奋发学习、践行初心、实现梦想。同时
通过举办党支部书记培训班，开设《学习党史
国史，坚定道路自信》《发扬革命传统，不忘初

心使命，克服工作困难》等课程，提升组织力。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我省首批被教育部

综合认定的“国防教育特色学校”，海南政法
职业学院切实肩负起征集高素质兵员的时代
担当。该学院不忘“中国梦强军梦”的初心和
使命，以国防教育为“推动剂”，开展国防教育
专题讲座，铸就“全民国防”精神家园，激发学
生“投笔从戎、保家卫国”的报国热情。

开展系列活动
让爱国主义教育有深度

一直以来，海南政法职业学院把爱国主义
教育作为主题教育鲜亮的底色，挥动新时代政
法职业教育的奋进之笔。该学院把加强新时
代爱国主义教育作为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在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系列活动中激发党员
干部的爱国热情，加深对初心和使命的感悟。

近段时间以来，该学院组织了“国旗下讲
话＋讲座＋快闪＋电影党课＋参观见学”系
列活动：坚持开展每周一次的升国旗仪式和

“国旗下的讲话”，齐唱校歌《忠诚之歌》；创新

思政课实践教学，组织400多名学生以快闪
方式歌唱祖国；组织近千名2019级新生开展

“为祖国打call”活动；开展“唱响青春——优
秀电影进校园”活动；开展爱国主义歌曲大合
唱比赛；组织学生党员、学生党员发展对象和
入党积极分子赴母瑞山革命纪念园、冯白驹
故居等地开展现场体验学习活动，接受革命
传统教育；组织师生参观由省委、省政府主办
的《奋斗新时代 美好新海南——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海南发展成就展》，进一步激励师生
办好人民满意的政法职业教育。

10月28日，海南政法职业学院还集中
开展了“廉政教育日”活动，通过理论中心组
专题廉政课、以“身边人”说法、参观海口监
狱、观看警示教育片等活动，做到警钟长鸣，
绷紧作风之弦。

连日来，海南政法职业学院结合主题教育
组织开展了主题鲜明、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
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有力激发了党员干部和广
大师生的爱国热情，为纵深推进“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注入了强大精神力量。

（本版策划/张晓敏 撰文/李金波）

海南政法职业学院

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自觉践行初心使命

学院优秀学生代表赴母瑞山革命纪念园开展主题教育现场体验学习。 海南政法职业学院供图

自第二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开展以来，海南政法职业学院贯彻落实《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和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在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通知》精神，以思想教育打头阵，将爱国主义列为学习研讨专题之一，采取理论中心组学习研讨、宣讲报告、参
观见学和“三会一课”等多种形式抓理论学习，精心设计“国旗下讲话＋讲座＋快闪＋电影党课＋参观见学”的“组合拳”，在学习教育中春风化雨，让初心和使命永驻师生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