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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乐城先行区再创3个
医疗器械全国首例应用

本报博鳌1月1日电（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王
晋）2019年12月31日，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
行区（以下简称乐城先行区）完成人工智能（AI）
人工耳蜗、澳大利亚Epicon A 巩膜镜、Ulther-
apy®微点聚焦超声治疗仪等3个先进医疗器械
中国内地首次应用案例。

当天，在乐城先行区相关医疗机构内，医生帮
患者完成了人工智能（AI）人工耳蜗的安装。该
人工耳蜗采用来自奥地利的人工智能Sonnet2
音频处理器，由乐城先行区引进，是中国内地首次
将人工智能（AI）技术应用于人工耳蜗。

患者张先生因右眼突然飞进铁屑造成外伤，
在当地医院进行手术治疗取出铁屑后，右眼角膜
仍存在严重不规则散光，视力很差。目前国内的
治疗方法无法令张先生获得良好的矫正视力，随
后其来到乐城先行区求医。张先生佩戴上澳大利
亚Epicon A 巩膜镜后，视力有了明显恢复。

作为刚落地乐城先行区的医美项目之一，
Ultherapy微点聚焦超声治疗仪当天也得到了首
次应用。

据悉，这3个全国首例应用，均可在乐城先行
区相关医疗机构申请使用。

全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信息系统上线启用

本报海口1月1日讯（记者原中倩 通讯员吉
秋平）1月1日8时，海南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信息系统正式上线启用。该系统进一步优化了城
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业务经办流程，能更好为全省
广大城乡居民提供方便快捷的就医结算等服务。

据了解，该系统整合了原4套征缴系统、5套城
乡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待遇系统，形
成了全省统一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信息系统，实现
了城乡医保数据省级集中管理，服务向下延伸。同
时，也实现了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的整合。

今后，我省参保人员可到全省任一经办机构
办理业务，到全省任一定点医疗机构就医结算，到
全省任一跨省异地定点医疗机构就医结算。

省图书馆二期项目
启动建设
建成后将填补海南无省级一级馆空白

本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王侃 葛立新）海
南日报记者从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获悉，海南
省图书馆二期工程项目近日在海口启动建设。该项
目是我省“一轴十点”城市文化新布局首个开工的项
目，建成后将填补海南尚无省级一级馆的空白。

据悉，海南省图书馆二期工程项目总建筑面积
约3.3万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书库、少儿阅
览活动中心、信息共享空间、研究共享空间、创客空
间、地下车库及相关配套设施等。“省图书馆项目二
期建成后，将达到一级馆的标准，填补海南尚无省
级一级馆的空白。”省图书馆馆长李彤表示。

据悉，该项目由海南发展控股置业集团有限
公司下属子公司海控建管负责代管，施工和设计
单位分别为中国建设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和同济
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海控置业
总经理李峰表示，参建各方将努力把该项目打造
成绿色工程、精品工程，为海南省文化旅游事业增
光添彩，助力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

我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贡献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新年的钟声敲响，也许你正陪伴
在家人身旁为新年祈福，也许你已经
进入梦乡……然而，海南日报报业集
团的发行人员却正在忙碌。他们通
宵达旦，将一份份新鲜印刷出的报
纸，第一时间送到千家万户。

他人入梦 他们正忙

1月1日凌晨1时，漆黑的夜幕下，
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报业集
团印刷厂的灯光格外明亮。60岁的
老蒙出现在忙碌的人群中，作为发行
中心物流配送部分发站站长，他的任
务是组织分发员将印刷出的报纸及时
进行分发、派送到各个发行站点。

老蒙名叫蒙建雄，在分发报纸的
岗位上已20余年。“原来在乡镇企业
上班，后来因为改制失业，是海南日
报重新给了我一份稳定的工作。”蒙
建雄说，20年来，他很珍惜这份工
作，每次值守都准时到岗。

跨进新年，老蒙也即将退休，但他
对报纸发行的工作热爱之情愈浓。这

一天，他到岗时间比平时还提前了许
多。“虽然我们不是新闻人，但作为一
名新闻‘搬运工’，每天及时地将报纸
送到读者手中，我们感到很自豪。”老
蒙动情地说。

一摞摞弥漫着油墨味的报纸，在
分发人员的手中被分类整理好。随
后，一辆辆列队等候的卡车，将它们运
往各个发行站。

风雨无阻 奔波路上

凌晨4时55分，海口城区一片
沉寂。琼山区红城湖路发行站，早已
等候在站点的“班长”邓正导见到送
报车来，立马迎了上去，分派报纸的
工作随即就地在一家商店的走廊下
展开了。

“我们最怕刮风下雨的天气！因
为路面湿滑，骑电单车送报有很多风
险；如果报纸被打湿，会影响阅读，由
此也可能产生一些投诉。所以一到
下雨天，发行投递员都小心翼翼。”邓
正导说，一般情况下，投递约500份
报纸，少则需要3个小时，多则需要5
个多小时。因为赶时间，有时骑电单

车的投递员会因磕碰受伤。为此，单
位为每位投递员购买了意外伤害保
险，带班负责人也会反复叮嘱大家注
意人身安全。

今年45岁的邓正导，工作10余
年来还有一个习惯：一定会比送报车
先到站点等候。

“为确保第一时间将报纸送到读
者手中，发行人员从来都是‘人等
报’，而不是‘报等人’。”邓正导说，有
时，因为种种原因，报纸出版较晚，延
误了发行，一些退休老干部就会打电
话来问报纸何时送到。“这些忠实的
读者，对报纸有感情，也让我们感到
工作有价值和意义。”他说。

不辞劳苦 走街入巷

凌晨5时55分，说话间，投递员林
亚强已整理好需要自己派发的报纸，
装进了帆布包，她掏出一叠新送报地
址，开始默默计划着投递“路线图”。

“送报不光是‘体力活’，也需要
动脑筋。”林亚强说，统筹规划好送报
线路，能够大大提高送报的效率。

林亚强负责的是金花村片区，该

片区人口密集，完成投递工作需要4
个多小时。偶尔遇上地址变更的客
户，她还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去寻找
新地方。

新年第一天，由于新增的订户多，
直到10时30分许，林亚强手中还有
50多份报纸没有送完，她顾不上吃早
餐，一直奔走在送报的路上。

“原本计划今天做顿好吃的，看来

要‘泡汤’了，只能吃快餐。”她一边忙
碌一边说。干投递工作多年的她，早
已深知其中的艰辛，“接下来肯定会越
来越顺利”。

街道上渐渐车水马龙，沉睡了一
夜的城市重新焕发生机，人们也许不
会留意夜幕下那一个个发行人员的身
影，但这座城市的晨光中，留下了他
们的足迹。 （本报海口1月1日讯）

■ 本报记者 徐慧玲

“景区内有什么特色海上项目值
得体验的？”“请问洗手间怎么走？”

“能否帮我们拍几张照片？”……1月
1日10时许，在三亚市天涯海角游览
区服务岗，络绎不绝的游客抛来一个
又一个问题。人群中，笑容满面、声
音温柔的景区讲解员何培燕格外引
人注目。

正值元旦假期，市民游客出游热
情高涨，天涯海角游览区迎来客流小
高峰。何培燕和同事从清晨7时许
就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在服务岗值班的3个多小时中，何
培燕一直忙个不停：为游客介绍景区情
况、帮助上了年纪的游客购票……连水
都来不及喝上一口，从额头滑落的汗

水不知何时冲淡了精致的妆容，可她
那甜甜的微笑始终挂在嘴边。

“您可以为我们介绍景区的风光
和人文历史吗？”几位来自重庆的游
客问道。“当然可以，我就是景区的讲
解员。”何培燕微笑着点点头。从天
涯石、海角石的来历，到古往今来，文
人墨客吟诵与天涯海角有关的诗句
等，何培燕脱口而出。

有人说，景点好不好，全凭导游
一张嘴。“嘴要张开，也要有‘好料’才
能吸引游客呀。”何培燕说，涉及景
区的历史趣闻、典故都是游客喜欢听
的内容，为此她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
熟读并背下相关的内容，“希望通过
自己的讲解，能让更多人了解三亚、
爱上三亚。”

接待完重庆的游客，早已过了午

饭的时间，何培燕匆匆吃了几口饭，
又回到岗位上。尽管才入职2年多
的时间，但这样的工作状态，何培燕
早就习以为常。“每逢节假日，就是我
们的工作日。”何培燕告诉海南日报
记者，作为海南本地人，她希望以更
加热情、周到的服务，让每一位游客
感受到鹿城的“温度”。

然而，游客来自世界各地，形形
色色，要让每一位游客满意而归并非
易事。对此，何培燕有自己的“秘
诀”——微笑服务。“把游客放在第一
位，用微笑面对每一位游客，用自己
的真情感动他们。”何培燕笑着说。

以岗为家，用微笑服务，这是何
培燕节日期间真实的工作写照，也是
三亚一线旅游从业者提供优质旅游
服务的缩影。（本报三亚1月1日电）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前方车辆故障，请您换到左边
车道”“前方车辆故障，请您不要着
急”……1月1日16时许，在海口市
滨海大道和丘海大道交叉路口，顶着
毛毛细雨，海口市交警支队秀英大队
民警王磊，在指挥拥堵的车辆有序驶
离后，又和同事一起从车流中，将一
辆发生故障的汽车推到车流量相对
较小的丽晶路上。

车主李红停好车后，专程跑回路
口，向回到执勤岗位的王磊道谢：“这
辆车长期没开，没想到这么一会儿就
没电了，真是辛苦你们了。”王磊摆摆
手：“您别客气，长期放着不开的车在
使用之前最好先检查一下。”送走了李
红，王磊又开始指挥起来往的车辆。

光看王磊充足的精神头儿，很难
想象前一天他还在岗位上连续奔波
了近11个小时。

2019年12月31日，湖南卫视跨
年晚会在海口举办。当天15时 30
分，王磊就开始在长滨路各街道来回
巡逻，直到1月1日凌晨2时许才结
束任务。“回家洗漱完已经凌晨4点
多了，沾了枕头就睡着了。”王磊说。

王磊所在的丘滨岗亭实行三班
倒。1月1日他的执勤班次是12时
至19时。王磊甩甩胳膊：“睡了一个
好觉，扒了点午饭，精神饱满地过来
执勤，保障大家新年交通顺畅，也希
望大家心情舒畅。”

虽然在接受采访，王磊的眼睛却
始终没离开路面。“这两条路的车流量
都不小，交叉口要格外注意，否则一辆

车‘卡壳’，四个方向的车都会受到影
响。”话音未落，就有一辆白色越野车
停在路口的中心位置，一动不动。

“应该是走到一半发现交通灯变红
了，所以就不敢动了。”王磊一边向记者
解释，一边迅速跑上前去。跑动的脚步
尚未站定，他立即向南北向的车辆打
出暂停的手势，确认无车辆驶动后，赶
紧指挥车主驶离路口：“先生，请您赶
紧驶离路口。”“现在是红灯，可以走
吗？”“可以走，否则将造成交通拥堵。”

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交警部门
了解到，为了保障元旦假期的交通顺
畅，海口交警不仅全警出动，应急排
障车辆也全部待命，同时交通部门每
隔一小时还会通过各种平台发布实
时路况信息，方便市民游客出行。

（本报海口1月1日讯）

新年伊始，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发行人员第一时间将报纸送达客户

争分夺秒，只为墨香进万家

元旦假期，海口交警全警上岗

雨中护航，换来道路顺畅

假日更忙,三亚一线旅游从业者以岗为家

微笑服务，传递鹿城温度

1月1日凌晨5时许，海口一家超市，海报集团发行人员送上墨香四溢的报纸。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1月1日，三亚天涯海角游览区工作人员何培燕（右）为游客提供服务。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范勇 摄

◀上接A01版
真正做到“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文章强调，抓好全会精神贯彻落实，要抓好3
件事。第一，毫不动摇坚持和巩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严密完
整的科学制度体系，起四梁八柱作用的是根本制
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其中具有统领地位的是
党的领导制度。党的领导制度是我国的根本领导
制度。我们推进各方面制度建设、推动各项事业
发展、加强和改进各方面工作，都必须坚持党的领
导，自觉贯彻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根本要求。
第二，与时俱进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是一
个动态过程，治理能力现代化也是一个动态过程，
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必须突出
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
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
短板、强弱项，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
的制度体系。第三，严格遵守和执行制度。制度
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必须强化制度执行力，加强对
制度执行的监督，确保制度时时生威、处处有效。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

◀上接A01版
保障改善民生、决胜全面小康，要

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文化优质
资源短缺且分配不均的问题。当前，
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
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要从解决人民群众的新要
求、新期待出发，尤其要在人民群众
最关心的教育、医疗、文化等领域着
力。要下大力解决教育、医疗方面优
质资源短缺且布局不均问题，大力引

进国际国内优质教育、医疗资源，提
高学前教育普惠性水平，消除义务教
育大班额，改善普通高中学校办学条
件，支持高等教育集聚、创新发展，加
快建设国际教育创新岛。推动落实
分级诊疗制度和城市医联体建设，统
筹推进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
改革，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要不
断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文化

惠民工程，满足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
生活的新期待。

保障改善民生、决胜全面小康，要
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社会保障制度是
社会的“稳定器”，提高社会保障水
平、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实现发展
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必然要求，是改
善 民 生 、建 设 和 谐 社 会 的 基 础 工
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从解决

好群众的养老、住房、失业、托育等
问题着手，全面推进养老、失业、工
伤保险省级统筹，探索建立城乡低
收入家庭专项救助制度，健全养老、
托育服务体系，重视解决好“一老一
小”问题；积极解决本省居民保障性
住房、改善型住房和各类人才住房
需求，增强社会保障的公平性、适应
流动性、保证可持续性，让自贸区、

自贸港建设的成果更多更好地惠及
海南人民。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
们的奋斗目标。只有始终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切实关注民
生，保障改善民生，才能将全面小康
的建设成果进一步转化为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转化为为
自贸区、自贸港建设作贡献的强大动
力，把海南建设成为全省人民的幸福
家园，打造成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
高地。

保障改善民生 决胜全面小康

1月1日16时许，海口交警王磊（右）和同事冒雨帮市民推车。
本报记者 习霁鸿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