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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交通运输厅：加快推动琼州海峡港航一体化

今年海上航行时间将缩短一半

省教育厅：加快形成海南特色游泳教育发展格局

力争年底建成300余个游泳池

代表委员多方面建言推动琼州海峡港航一体化

完善体制机制突破交通瓶颈点
题

代表委员建言“推进人均预期寿命提升计划”

让海南人生活更有质量

■ 本报记者 邵长春 通讯员 潘彤彤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要
推动琼州海峡港航一体化，进一步解决
过海难、过海慢问题，足见我省对这一
重大民生问题的重视。”1月17日，列席
本次省两会的省交通运输厅厅长林东
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说，今年该
厅将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多方面、多举
措解决琼州海峡过海问题。

据悉，去年交通运输部及琼、粤、桂
三省区政府办公厅联合印发了《提升琼
州海峡客滚运输服务能力三年行动计
划》，提出23项工作任务，制定了路线
图和时间表，目前各项任务正在按计划
推进，并取得了积极的进展。

林东说，在基础设施方面，我省已
完成新海港一期资产重组以及秀英港
轮渡码头和新海港二期经营资源的整
合，并以港航控股为平台引进中远海运
集团开展股权合作，双方共同推动优化
整合海南省港口和航运资源。

“随着中远海运集团的入驻，海南
港航资源的整合将进一步加快，各项建
设工程也将进一步提速。”林东说。

同时，广东徐闻南山港总体建设也
已基本完成，计划于2020年上半年正
式投入运营。徐闻南山港投入运营后，
海口秀英港客滚运输业务将逐步转移
到以新海港为主，琼州海峡海上航行里
程将由原来的24海里缩短至12海里，

海上航行时间也将由原来的2个小时
缩短为1个小时。

在船舶运力方面，目前琼州海峡两
岸共有58艘客滚船（含火车轮渡4艘），
其中抗风能力达到8级的船舶有52艘，
共拥有52246个客位和2796个车位。

“上述船舶绝大部分都是近年来投入运
营的新造船舶，船舶安全性能和经济性

能均得到了有效改善。”林东说，船舶总
体运力呈现逐年提高的态势，安全性、
舒适性大幅提升。

从去年9月起，琼州海峡客滚运输班
轮化开始试运行，班轮化运输模式实现了

“定船舶、定码头、定班期”，让群众过海有
了更明确的预期，过海更加快捷便利。

同时，班轮化的实施也使船员从以

往无序的运输生产过程中解放出来，船
员及船上服务人员的休息得到了保障，
客观上更好地促进了船舶的安全航行
和运输服务。据统计，自班轮化实施至
今，过海车辆和过海旅客均实现了约
10%的增幅。

此外，为满足广大群众高效、便捷的
出行需求，在2020年春运来临前夕，琼

州海峡正式上线启用了联网售票系统。
“该系统上线后实现了两岸港口票

务联网，司机旅客可以提前通过系统购
买各港船票，按约定时间前往港口待渡。”
林东说，这样有助于避免车辆扎堆造成
港口拥堵，变无序过海为有序、有计划过
海，确保顺畅出行，也是对班轮化运输的
一个有力补充。（本报海口1月17日讯）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周元

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141万人，
健在的百岁以上老人近2200人。这是省
卫健委日前发布的全省老年人口信息报
告。这表明，海南已远超联合国定义“长
寿之乡”的标准——每100万人中拥有百
岁老人75人，是名副其实的“长寿岛”。

不少参加省两会的代表、委员注意
到，政府工作报告在部署2020年工作
时，将“实施健康海南行动”写入其中，并
明确要“推进人均预期寿命提升计划，用
5年左右时间，使海南人民整体健康水
平走在全国前列”。

大家普遍认为，这与海南打造“健康
岛”“长寿岛”的背景相契合，更与每一个
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息息相关。要提
升人均预期寿命，就要做好疾病诊治、医
疗安全等工作，按照“全省一盘棋、全岛
同城化”的要求，通过打破行政区划优化
布局、发展医联体、提升信息化等方式，
让医疗资源发挥最大效用。

省政协委员、海南奥林匹克花园有
限公司董事长冯川建建议，海南应以得
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和前所未有的政策
优势，引进利用互联网、大数据、5G为
依托的远程诊疗等新技术、新手段，加
速推动前沿医学研究、先进医疗器械研
发应用、互联网医院、智慧康养等高水
平医疗资源的集聚。为此，海南应该扩
大特许政策范围，激发政策引领潜力；
突出科技创新特色，打造“高精尖”医疗
康养研发品牌；加大人才培养力度，为

“健康岛”“长寿岛”建设提供智力支撑。
省人大代表、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赵

建农建议，政府应鼓励多元主体共同参与
居家养老医疗服务的提供。一方面，政府
可以通过补贴、购买服务等方式，鼓励和
引导民间资本开设医疗机构，提供居家养
老医疗服务，以满足病人不同层次的医疗

需求；另一方面，政府应制定审核机制，设
置居家养老医疗服务内容的基本标准和
要求，并定期考核以保障居家养老医疗服
务质量。

还有不少代表、委员将目光投向了
青少年。他们发现，海南海域面积广阔，
江河、水库、水塘众多，青少年因盲目进
行水上运动导致溺水的历史案例相对较
多。近几年，海南在中小学生中普及游
泳安全知识和游泳技能，不仅提高了学
生的身体素质、生存技能和急救能力，还
从源头上遏制了学生溺水事件的发生。
但截至目前，各市县还不同程度地存在
游泳池、游泳师资不足的情况。

对此，省政协委员、海南中学校长马
向阳表示，受很多客观因素的制约，要达
到“一校一池”的目标很难。各中小学可
以充分利用邻近高校、社区、酒店、游泳俱
乐部等游泳场地资源，在确保学生安全的
情况下通过合作或购买服务的方式，在校
外为学生开展游泳教学和训练。需要注
意的是，在校外开展游泳教学和训练更需
加大安全监管力度：游泳场地所有方应自
觉负起责任，委托开课的学校应做好监
督，教育部门应与相关执法部门组成联合
执法小组，全方位为中小学游泳教育筑牢

“安全网”。
“我们学校建起了游泳池，学生们都

非常喜欢上游泳课，但游泳师资还不能
完全满足教学需要。”省人大代表、陵水
黎族自治县中山小学副校长万娇珠希
望，教育部门能够会同相关部门，充分整
合资源开展教师游泳培训工作，或通过
购买服务的方式依托有资质的培训机构
开展游泳师资培训，尽快解决游泳师资
紧缺的燃眉之急。此外，她还希望，教育
部门能够尽快研究编制统一的游泳课程
教材，为各中小学更好地开展游泳教育
提供明确方向。

（本报海口1月17日讯）

■ 本报记者 周晓梦 金昌波

琼州海峡过海问题是一个社会关
切的“热点”话题。今年政府工作报告
中提出，要“推动琼州海峡港航一体
化，进一步解决过海难、过海慢问题
……”，让不少代表委员留下深刻印
象。如何推动琼州海峡港航一体化？
怎样才能让过海不再难、不再慢？代
表委员们分别从建立机制、提高航运
效率、保障航运安全等方面给出建议
和想法。

在今年省两会上，民进海南省委会
递交提案，呼吁推动琼州海峡港航一体
化发展。提案主笔人、民进会员、海南

港航控股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曾维建
认为，琼州海峡交通运输行政管理层次
比较复杂，因此建议要“完善协调机制，
由国家部委牵头，协调广东、海南两省，
统筹琼州海峡港航一体化工作，同时由
地方政府成立专项工作组牵头企业加
快推动，取得实质性进展”。

除了建立强有力的统筹协调机制
以外，曾维建指出，还要推动以国企为
主导的琼州海峡港航企业资本一体化，
将两岸各方利益整合到一个平台上来，
打破港航企业利益分割和监管区域分
割的格局。“理顺琼州海峡轮渡运输体
制机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制约交通的
瓶颈问题，实现琼州海峡畅通、高效的

‘公交化’运营。”他说。
机制建立是解决过海问题的保障

之一，而如何提升航船日常运行效率同
样是绕不开的问题。省人大代表、海南
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船队副经理黄
剑在航运一线工作，他对琼州海峡轮渡

“运力”和“运率”有着长期观察。
“琼州海峡轮渡每天有进出航班

110个，最高峰期达到248个，因为部分
航道单向通航，相当于每6分钟一个航
班。”黄剑介绍，从去年9月1日起，琼州
海峡客滚运输班轮化运营模式正式实
施，客滚船舶的发班频次增加，一方面
有利于乘客通行，但另一方面，也造成
琼州海峡海上航行的船舶密度进一步

增大。
他进一步分析称，琼州海峡北岸的

徐闻南山港将于2020年投入使用，由
徐闻南山港至海口新海港航程仅为12
海里，轮渡70%以上的业务将西迁，届
时往返两港之间的客滚船和粤海铁路
火车渡轮在南北向将形成更加密集的
交通流。

如何才能有效缓解和防范琼州海
峡船舶交通流增长带来的高风险？对
此，黄剑建议，要调整琼州海峡可航水
域的布局，增大琼州海峡3号警戒区水
域面积，缓解南北向与东西向船舶在该
区域的交叉会遇的紧迫局面。其次，在
新海港和南港港口航运区东西两侧，布

设边界浮标作为港口航运区，船舶在港
口航运区水域内航行可进行应急抛锚、
掉头转向、漂航等操作，以有效缓解现
行狭窄航道水域带来船舶航行和会遇
的被动、低效局面。此外，在新海港港
口航运扩大的基础上开展航道通航研
究，以期解决进出新海港船舶不能双向
同航弊端，提升新海港使用效率。

民革海南省委会则在提案中呼吁
加快推进琼州海峡跨海通道建设，将海
运、公路和铁路等各种枢纽联通，以港
口为平台，通过海、铁、公多式联运，构
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
网络，更好地推动内陆与沿海港口联动
发展。 （本报海口1月17日讯）

本报嘉积1月17日电（记者刘梦
晓）“现在卫生院有了超声仪，医生在
接受培训之后，诊断能力也有了明显
提升。”1月16日，在琼海市中原镇中
心卫生院，中原镇居民莫伟国说，新
增的超声仪成了基层群众的福音，以
后一些病在镇上也能被准确地诊断
出来了。

2019 年年底，由琼海市人民医
院承办的“超声定点送医走基层”活
动，不仅为琼海市博鳌镇中心卫生院
和中原镇中心卫生院送去了超声设
备，还邀请了资深专家为基层医生讲

课，以更好地为当地群众提供优质医
疗服务。

“琼海正在打造医疗健康服务新
高地，为积极推进人均预期寿命提升
打下坚实基础。”琼海市卫健委主要负
责人说，在推进人均预期寿命提升工
作中，琼海市致力于推进镇村医疗机
构标准化、医疗服务一体化建设，村民
不出村、不出镇也能享受到好的医疗
服务。基层卫生院也正逐步建立信息
化平台，为居民提供精准的分级诊疗
服务。

另一方面，于琼海而言，在推进人

均预期寿命提升工作中，还包括大力
推广学生游泳教育工作。

2019 年，琼海在各中小学校建
成20个拼装式游泳池，实现每个镇
至少有一个游泳池。同时，还下拨
游泳教育培训经费 350 万元到各
学校，通过购买服务方式，由学校
委托有资质的专业机构开展游泳
教育教学，将游泳教育纳入学校教
学计划和课程，以此减少青少年溺
亡率。

今年，琼海将力争实现中小学毕
业生人人会游泳的目标。

问计民生 百姓点单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特约记者 韩小雨

“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要求，2020
年全省要新建、续建中小学游泳池
69个，总数达300个，并且确保管好
用好、切实发挥作用。”列席本次省两
会的省教育厅厅长曹献坤说，省政府
提出的任务十分艰巨，但全省教育系
统会迎难而上，攻坚克难，确保完成
这一目标。

我省高度重视普及中小学生游
泳教育实施工作。为在广大中小学
生中普及游泳安全知识和游泳技能，
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生存技能和急
救能力，从源头上遏制学生溺水事件
的发生，省政府办公厅于 2017年 9
月1日印发了《海南省普及中小学生
游泳教育实施方案》，正式启动普及
游泳教育。

两年多来，各市县充分利用校内
游泳场地或校外社会资源开展游泳
技能培训，全面启动游泳池建设，通
过新建、改扩建的方式建成一批游泳
池，从教师中培训一批兼职游泳指导
员和救生员。截至2019年12月底，
我省已建成中小学游泳池231个，培
训游泳教师1440人，培训中小学生
约40万人。

接下来，省教育厅将督促各地各
校严格按照游泳池设计和施工要求严
把质量关，加快推进游泳池项目建设，
坚持“建好一个验收一个、合格一个使
用一个”原则，确保游泳池早建成、早
验收、早使用。游泳池建设和验收工
作，将由“每周一报”改为“每日一报”

“一池一案”“一池一督”，通过进一步
跟踪了解和掌握推进情况，加快推进
游泳池建设与验收工作，力争在2020

年4月底前完成对已建游泳池的竣工
与验收工作，2020年底共建成300个
以上游泳池。

同时，省教育厅将继续充分整
合资源，开展教师游泳培训工作：
一是利用省教育厅游泳师资培训基
地——海南大学、海南师范大学游
泳培训基地举办游泳师资培训班；
二是联合省旅文厅举办游泳师资培
训班；三是联合省红十字会等有关
部门开展游泳与救生专项安全应急
演练培训活动；四是通过购买服务
的方式依托有资质的培训机构开展
游泳师资培训，力争尽早满足中小
学生游泳教育教学需要，形成体系
健全、制度完善、教体结合、充满活
力的海南特色中小学生游泳教育发
展格局。

（本报海口1月17日讯）

1月15日，在海口市新海港，轮渡船正装载车辆旅客。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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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使海南人民
整体健康水平
走在全国前列。

海 南 素 有
“健康岛”“长寿
岛”之称，在医
疗保障、健康教
育等方面，多方
发力，不断提升
人民生活的幸
福 感 和 获 得
感。如何推进
人均预期寿命
提升计划？将
为老百姓的生
活带来哪些改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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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海：多措并举推进人均预期寿命提升工作

让村民家门口享受优质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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