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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原中倩）近日，省医
保局印发《海南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普通门诊统筹管理办法（试行）》
（以下简称《办法》），规定从2020年1
月1日起，将城乡居民医保普通门诊纳
入报销范围。

《办法》明确，适用对象为参加我省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居民。普通门
诊统筹实行定点服务管理。全省二级
及以下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
疗机构为普通门诊统筹定点医疗机构。

普通门诊起付标准为50元，与门

诊慢性特殊疾病、住院合并计算；普通门
诊医疗费用统筹基金年度累计最高支付
标准为300元，计入统筹基金年度累计
最高支付限额；参保居民当年度未达到
普通门诊医疗费用年度累计最高支付
标准的，其剩余部分可结转至下年度，
计入住院医疗费用统筹支付额度，参保
期间可依次结转，中断参保不再结转。

参保居民发生起付标准以上、最
高支付标准以下的门诊医疗费用，由
统筹基金和参保居民分别按比例分
担：一级及以下定点医疗机构，统筹基

金支付比例为60%，个人支付比例为
40%；二级定点医疗机构，统筹基金支
付比例为 50%，个人支付比例为
50%。每日最高支付限额为40元。

符合肺癌、胃癌、肝癌和大肠癌筛
查条件的参保居民，可在二级定点医
疗机构进行专项筛查。专项筛查费用
不受每日最高支付限额限制，符合医
保规定的，统筹基金按50%支付，计入
普通门诊统筹基金年度最高支付标
准，累计支付不超过普通门诊年度最
高支付标准的50%。

明年1月1日起

我省参保城乡居民普通门诊看病可报销
■ 普通门诊起付标准为50元，与门诊慢性特殊疾病、住院合并计算
■ 普通门诊医疗费用统筹基金年度累计最高支付标准为300元，计入统筹基金年度累计最高支付限额

本报海口12月24日讯（记者彭
青林 王玉洁）12月24日上午，海南
省第七次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
彰大会在省人大会堂举行，隆重表彰
近5年来在全省各行各业中涌现出
的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进一步激
励全省劳动人民以先进为标杆、以模
范为榜样，大力弘扬劳模精神、特区
精神和椰树精神，积极投身海南自由
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建设的火热实践，为海南全面深化改
革开放凝聚强大力量。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刘赐贵出席大会并讲话，省委副书
记、省长沈晓明主持会议，省政协主
席毛万春出席，省委副书记李军宣
读表彰决定。

省委、省政府决定授予洪义乾等
85名同志海南省劳动模范荣誉称
号，授予闫路恺等44名同志海南省
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刘赐贵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受到
表彰的省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表示
热烈祝贺，向全省各行各业、各条战
线的劳动者和建设者致以崇高的敬
意。他说，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多次在各种重要场合强调推
动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全省劳动
模范、先进工作者和各行各业劳动者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切实增强使命感、责
任感、机遇感，大力弘扬劳动光荣、知
识崇高、人才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
新风，更好发扬主人翁精神，发挥主
力军作用，撸起袖子加油干，为推动
建设海南自贸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
贸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建设

美好新海南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刘赐贵强调，要坚定理想信念，

带头听党话、跟党走，自觉做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
定信仰者、有力传播者、忠实实践者，
以实际行动和一流业绩体现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要聚焦中心工作，带头重
实干、作贡献，紧紧围绕建设自贸试
验区和自贸港这个海南当前最大实
际，以推进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
己任，以更大热情积极投身海南自贸
试验区和自贸港建设的火热实践，立
足各自岗位，把创新创业作为彰显个
人价值的最好舞台，共同维护和谐稳
定的社会环境。要不断提升素质，带
头抓学习、增才干，树立学无止境、终
身学习的理念，努力成为各行各业的
行家里手、岗位标兵，发挥好“传帮
带”作用，激励和带动全社会崇尚劳
模、学习劳模、争当劳模。

刘赐贵指出，爱岗敬业、争创一
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
于奉献的劳模精神，与敢闯敢试、敢
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和扎根
守土、坚韧不拔、无私奉献的椰树精神
实质上是一致的。大家要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珍惜荣誉、再接再厉，以自
身的模范行动诠释劳模精神、特区精
神、椰树精神，引导和鼓舞劳动群众
奋勇争先当表率、立足岗位作贡献。
要积极参与“我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
贸易港建设作贡献”活动，充分认识
到建设中国特色自贸港与每个人都
息息相关，立足各自岗位，人人争当
实干家、争当实践者，把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下的自贸港建设得更好，

展现广大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和全
省劳动人民的形象、气派、风范。

刘赐贵强调，各级党委政府、工
会组织和社会各方面力量要大力弘
扬劳模精神，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热
爱劳动、热爱创造；要用心用情关爱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为他们施展
才华、建功立业营造环境、搭建平

台。各级党委要切实加强对工会工
作的领导，支持工会依法依章程开展
工作。各级工会组织要牢牢抓住政
治性、先进性、群众性这个根本，扩大
工作覆盖面，增强组织吸引力、凝聚
力，推动工会工作再上新台阶。

会上，省领导向劳动模范和先进
工作者代表颁奖，获表彰代表余加喜

宣读《倡议书》，倡议广大劳动群众勇当
践行初心使命的奋斗者、海南自由贸易
港的建设者、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
动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者。

省委常委胡光辉、彭金辉，省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许俊、陆志远，副省
长苻彩香出席表彰会。

（相关报道见A02版）

海南省第七次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号召

大力弘扬劳模精神特区精神椰树精神
积极投身自贸试验区和自贸港建设火热实践

刘赐贵讲话 沈晓明主持 毛万春李军出席

12月24日，省第七次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在海口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赐贵，省委
副书记、省长沈晓明等省领导出席大会并为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代表颁奖。 本报记者 李英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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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永生

良好的作风是干事创业的保障、
善作善成的法宝，宝贵精神是推动事
业发展的“永动机”。

12月23日召开的省委经济工作
会议强调，要发扬敢闯敢试、敢为人
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和扎根守
土、坚韧不拔、无私奉献的椰树精
神。在24日召开的省第七次劳动模
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省委书
记刘赐贵勉励受到表彰的劳动模范
和先进工作者，要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珍惜荣誉、再接再厉，以自身的模
范行动诠释劳模精神、特区精神、椰
树精神，引导和鼓舞全省广大劳动群
众奋勇争先当表率、立足岗位作贡
献，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中再立新
功、再创佳绩。两次重要会议都着重
强调发扬椰树精神，寓意深远。

“伫立凌云诉苍穹，狂风暴雨不
弯躬。炎凉四季春常在，赖自根生岛
土中。”一说到海南，人们就会想到椰
树。人们欣赏、讴歌椰树，不仅仅是
因为它独立不迁、挺拔向上的优美姿
态，更在于从其身上看到了一种品

质、品格和境界。椰树对生长环境要
求不高，既不必多浇水，也不必多施
肥，就能扎根土壤，长到数丈之高，守
护一方水土。椰树浑身是宝，树干可
作栋梁，树根能够入药，果肉果汁甘
甜可口，果壳可以雕刻成工艺品。尤
为可贵的是，椰树不惧风雨，任凭狂
风骤雨，依然昂首挺立；一年到头生
生不息，果实摘了又长，却不计较、不
索取。扎根守土、坚韧不拔、无私奉
献，正是对椰树的由衷礼赞，也是对
椰树精神的最好概括。

椰树是海南形象的一种物化象

征，椰树精神则是海南人民精神风貌
的一种生动诠释。椰树精神与特区精
神十分吻合。大胆试、大胆闯、自主
改，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当好改革开
放“试验田”，努力成为新时代全面深
化改革开放的新标杆，关键是要牢记
初心使命，坚定责任担当，在风雨兼程
中挺直脊梁，在鏖战困难时咬牙坚持，
在攻坚克难时不怕牺牲，逢山开路、遇
水搭桥。椰树精神与劳模精神同样相
互融通。路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事
业是一招一式干出来的。人人争当实
干家、实践者，立足岗位，恪守本职，讲

担当、讲奋斗、讲奉献，不追求待遇条
件、不计较个人得失、不索取个人回
报，才能在平凡中创造不平凡，推动伟
大事业不断前进。

时代呼唤精神，精神映照时代。
当前，海南正在加快建设自由贸易港
进程上砥砺前行。建设海南自由贸
易港的事业之所以伟大，不仅因为它
是万众期待、高远宏大的，更因为它
不是一蹴而就、一劳永逸的，而是需
要每一个人苦干实干、担当奉献。负
重前行，爬坡迈坎，攻坚克难，既是对
能力、耐力的考验， 下转A05版▶

像椰树一样执着坚定奉献

中国美丽乡村休闲旅游行（冬季）推介活动琼海举行
我省4村庄获评
“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本报嘉积12月24日电（记者袁宇）12月24日，
2019中国美丽乡村休闲旅游行（冬季）推介活动在琼
海龙寿洋万亩田野公园举行。活动上发布了休闲农业
和乡村旅游冬季精品旅游线路100条、景点273个，为
公众冬季畅游乡村、体验冰雪世界、采购农家年货提供
更多去处。

活动期间，农业农村部乡村产业发展司发布了今
年评选出的260个中国美丽休闲乡村。我省琼海市万
泉镇光耀村、嘉积镇雅洞村，陵水黎族自治县光坡镇米
埇村，澄迈县福山镇洋道村等4个村庄入选。

农业农村部乡村产业发展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农
业农村部大力实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工程，根
据季节特点挑选代表性强、特色鲜明的乡村休闲旅游
精品线路，采取线上推介和线下推介相结合的方式开
展推介宣传。这些线路景点在规划编制、业态打造、扶
持政策、行业管理、人员培训、宣传推介等方面已经形
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模式，进而引领全国休闲农业
和乡村旅游提质升级。

据悉，这次的推介活动是农业农村部乡村休闲旅
游“春观花”“夏纳凉”“秋采摘”“冬农趣”系列推介活动
中的冬季主题活动。

近百家医院建立上下联动的专科协作体系
我省构建肿瘤防治医联体
初步实现“肿瘤大病不出岛”

本报讯（记者马珂）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一名患者
在当地医院检查出巨大腹膜肿瘤，手术治疗难度高，当
地医生建议他可以向省内肿瘤防治医联体的上一级医
院寻求治疗。近日，这名患者在海南省肿瘤医院完成
了肿瘤切除手术，免去了出岛治疗之苦。

据了解，我省目前已经构建起肿瘤防治医联体，近
百家医院建立上下联动的专科协作体系，提升了基层
肿瘤大病的防治能力。

据悉，海南省肿瘤医院自2015年建院之日起，便
肩负起海南肿瘤防治重任，牵头构建海南省肿瘤防治
医联体。近年来，省肿瘤医院先后投资5亿元左右，引
进了速锋刀、派特CT（PET-CT）、二代测序仪等世界
前沿的查癌、治癌设备。同时，该院从国内外高薪引进
了一大批肿瘤诊断、治疗领域的领军人才和一线专家，
包括原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首席专家、国内知名
腹部肿瘤外科专家邵永孚，原国家病理鉴定中心专家
何祖根教授，国内著名神经外科专家李安民教授，胃肠
与甲状腺专家、享受军队特殊津贴的余书勇教授，知名
核医和肺小结节诊断专家于丽娟，以及7名在欧美、日
本从事肿瘤临床与研究的海归博士。医院还与广州中
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天津市肿瘤医院、北京大学肿瘤
医院、美国梅奥诊所等国内外知名肿瘤诊疗机构合作，
建立了远程会诊机制，让海南患者不出岛就能享受国
内外专家诊疗。

4年来，省肿瘤医院的骨与软组织肿瘤、头颈部肿
瘤术后软硬组织缺损的修复和功能重建、肿瘤介入治
疗和3D腹腔镜“保肛”根治肠癌技术、泌尿系上下尿
路取石、乳腺麦默通手术、甲状腺消融微创手术等达国
内先进水平；恶性脑胶质瘤、壶腹周围癌治疗技术，达
到国际同行先进水平，让海南肿瘤诊疗水平得到跨越
式发展，初步实现了“肿瘤大病不出岛”的目标。

下转A02版▶

万洋高速28日通车
海南“田”字型高速公路

主骨架将搭建完毕

12月23日，海南日报记者对12
月28日即将通车的万宁至洋浦高速
全线进行了体验采访，一路风光无限。

万洋高速是全国绿色公路建设首
批典型示范工程项目，按照省交通运
输厅、省交建局要求，项目参建单位在
建设中统筹资源利用，加强生态保护。

万洋高速项目起点位于万宁市后
安镇，途经琼海、屯昌、琼中，止于儋州
市白马井镇，全长163公里。万洋高速
建成通车后，我省“田”字型高速公路主
骨架将正式搭建完毕。图为万洋高速
琼海万泉河段。

文/本报记者 邵长春 通讯员 陈慧文
图/本报记者 李天平

（相关报道见A05版）

穿越2000多公里，历经36小时，
无水运输的鱼仍然存活

“一睡千里”的鱼

迎接新年日出、体验特色民俗、
感受演唱会激情、享受艺术之美……

花样跨年2020
我来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