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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良子 通讯员 李柳清

3 月 17 日中午，由香港入境海
口美兰国际机场的 HX107 航班即
将落地，海口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
美兰边检站执勤五队女教导员张黎
和同事们早已在证件研究室忙碌起
来，对疫情期间入境旅客进行细致
的筛查研判。

“美兰机场口岸是目前海南省

重要的出入境空港客运通道，在防
范境外疫情输入工作上面临着很大
的压力和挑战，必须做到万无一
失。”张黎说。

从除夕开始，张黎和同事们就坚
守在口岸边检防线上。在航班到达之
前，他们提前利用大数据对入出境航
班进行分析研判，对每位出入境人员
的出入境轨迹、时间、口岸情况开展筛
查研判，再将结果及时推送，为一线旅

检人员提供技术支撑。
据了解，春节期间，美兰机场国际

口岸每天有近20班次入出境航班，数
千名的旅客入出，几乎24小时不间
断。张黎和同事们时常指不离鼠标，
眼不离屏幕，充分利用各大平台对大
数据进行研究整合，对每名旅客进行
精准分析预警。

“她经常在凌晨6点到岗，直至午
夜才下勤，一忙就连续好多天，用辛勤
付出牢牢守住后台核查关口。”美兰边
检站副站长田慧峰介绍，为了确保每
一个航班相关资料能预先及时梳理上

报，同时保证日常执法、证研、调研业
务正常运行，张黎和同事经常累得手
酸眼花。

张黎说，她心里始终就一个念头：
“做快一点、做多一点、做细一点，守住
国门口岸的安全，守好每个人身后的
千万个小家。”

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复杂，具有
较高感染风险。但这些天，张黎始终
在现场执勤，除了后台核查，还要核实
递送信息，处置相关事件，连续10多
天在岗位上没有回家。关键岗位，紧
急关头，作为一名党员，一名警察，张

黎勇往直前，无所畏惧。
今年春节，本来是张黎与家人团

聚的时候，但她为了家人健康，更为了
专心工作，把自己“隔离”在单位，吃住
都在单位里，只能在勤务之余，抓紧时
间和孩子视频通话。

眼下，为了严防境外疫情输入，张
黎带着同事们仍然不能松懈。她说自
己所做的可能微不足道，但每个人站
好自己的岗，做好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是职责是任务，更是这个春天对祖国

“最长情的告白”。
（本报海口3月17日讯）

海口美兰机场边检女民警张黎坚守口岸防疫一线

守住一道门 守护千万家
誓夺双胜利 一线党旗红

本报海口3月17日讯（记者陈
蔚林 通讯员吴慧华）截至3月16日，
全校参与在线教学教师367人，参与
在线学习学生15万余人次，共开展
在线课程333门，开课率达98.3%。
这是海南日报记者3月17日从海南
外国语职业学院获悉的。

据介绍，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2
月 17日全面开启春季在线教学以

来，各教学系部充分利用网络教学平
台和网上教学资源，依托各级各类在
线课程平台，引领学生在线学习，采
用平台讨论答疑、头脑风暴、投票问
卷等多种形式的教学活动、教学方
式，开展在线教学和学生学业指导，
最大限度地保证教学质量。

值得一提的是，海外院在线课程
开展过程中，各系部注重在线上课程中

融入思政元素，充分挖掘新冠肺炎疫情
阻击战中涌现出的先进事迹、先进典型
等育人元素，并将其融入线上外语课程
教育教学之中，实现了外语思政小课堂
和社会大课堂的同频共振。

“线上教学最终的衡量标准是‘学
生受益’，我们要以最容易使学生接
受，最容易实现教学过程监测、教学效
果检测的方式开展线上教学，让老师

把更多精力放在学生身上，尽最大努
力保证教学进度和质量，将疫情对教
学的影响减到最小。”海南外国语职业
学院副院长杨学前说，接下来，学校将
不断总结经验，提升硬件支撑水平，丰
富教学理念和手段，并在网络教学中
积极引进“线上名师”，以此创建和完
善“双师”育人模式，使学院信息化教
学水平再上一个新台阶。

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全面开展2020春季在线教学

线上教学抓效果“空中课堂”提质量

我省将启动
清明祭英烈网上祭扫活动

本报海口3月17日讯（记者刘操）海南日报
记者3月16日从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获悉，全省将
开展“致敬·2020清明祭英烈”网上祭扫活动。清
明节期间，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户网站、中华英烈网
和海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门户网站开设了网上祭
扫专题，设立网上祭扫平台，为广大烈属、退役军人
和社会各界开展网上祭扫纪念英烈活动提供便利。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要求，各地要充分利用疫
情防控期间烈士陵园闭园的时机，依托褒扬纪念
管理系统平台，核对、完善相关信息，实施精细化
管理。按照烈士英名录编撰工作要求，进一步核
对、修改、补充、完善烈士信息，确保信息准确，将
安葬于烈士陵园内的烈士信息与烈士墓一一对
应，拍摄每座烈士墓的实景照片，有条件的地方，
要在新媒体平台、陵园网站为其建立具有现场感
的烈士网上纪念堂（馆）。

海口公安户政业务
网办率超九成
今年2月，网上受理人才落户等
不见面审批户政业务5187笔

本报海口3月17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
张天坤）3月17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公安
局获悉，疫情防控期间海口警方采取“网上办、邮
递办、急事预约办、特事特办”等方式，服务广大市
民群众，今年2月海口警方网上受理人才落户、居
住证、身份证等不见面审批户政业务5187笔，网
办率达92.8%。

据了解，自1月下旬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
为有效减少群众聚集、扎堆办事，降低疫情传播风
险，海口警方依托“椰城警民通”平台，引导广大市
民群众通过网上非接触性的方式办理业务，最大
限度为办事群众提供安全、便捷的服务。

“椰城警民通”是海口警方自主研发的政务服
务平台，目前已相继上线居住证、身份证、户籍、驾
驶证等86项涉及户政、交警、网警等多个警种的
不见面审批业务，实现91项网上预约服务，发布
109项办理指南，开放流动人口、出租屋、小旅馆、
开锁、汽车租赁等18项网上登记功能，提供局长
信箱、网上信访、一键挪车、二代身份证头像在线
检测等6项特色功能。

3月15日，琼海市塔洋镇大顺农
场樱花园对外开放，千树樱花竞放吸
引游人冒雨赏花踏春。

据悉，该樱花园每天8时至18时
开园，将开放至4月19日。

文/本报记者 刘梦晓
图/特约记者 蒙钟德

本报海口3月17日讯（记者良
子 特约记者宋洪涛 通讯员陈炜森）
海南日报记者3月17日从省公安厅
了解到，省公安厅近日制定出台《海南
省公安机关依法保障和服务民营经济
健康发展15条措施》。

具体内容为：一是严厉打击侵害
民营企业的刑事犯罪。深入开展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严厉打击影响民营
企业健康发展的“行霸”“业霸”等黑
恶势力。二是依法侦办涉及民营企
业的经济犯罪案件。依法处理职务

侵占、挪用资金等涉企职务犯罪，严
厉打击串通投标、商业贿赂、合同诈
骗等破坏市场正常竞争秩序的犯罪
行为。三是维护民营企业正常的生
产经营秩序。四是依法审慎办理涉
及民营企业案件。五是简化行政案
件办理流程。六是积极开展法律宣
传服务。七是推进公安政务服务模
式改革，加快“互联网+公安政务服
务平台”建设，升级“海南警民通”和

“智慧警务便民服务站”，逐步实现公
安涉企政务服务事项“一门通办”“一

网通办”“全省通办”。八是推进公安
政务服务标准化和监管规范化。九
是简化特种行业许可审批。取消典
当业特种行业许可审批，改为备案
制；印章刻制业特种行业许可实行告
知承诺制。十是通过减免办事证明
材料、缩短办理时限、下放审批权限
等方式，优化民营企业服务管理事项
程序。十一是提供警务便民自助服
务。在公安服务窗口、政务中心等人
流密集场所设立警务便民自助终端
设备，为群众办理治安（户政）、交管、

出入境等业务提供24小时服务。十
二是简化集体户审批流程并压缩审
批时间。对单位等申请立集体户的，
由公安派出所户政窗口直接受理，符
合条件的当场办结。十三是畅通出
入境证件办理急事急办“绿色通
道”。十四是提升交管服务便利化水
平。全面放开新能源小客车申请指
标条件和数量，鼓励引导企业、群众
购买新能源汽车。十五是推行机动
车销售企业代办机动车登记服务。
提供购买车辆、购置保险、缴纳税费、

选号登记“一站式”服务，实行车辆预
查验、资料预审核、信息预录入，只需
现场或互联网选取车牌号码后，即可
办理登记手续。

省公安厅出台15条措施保障和服务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严打“行霸”“业霸”等黑恶势力

扫码可看
“一图读懂”

本报海口3月17日讯（记者刘
操 通讯员陶善军）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以来，省慈善总会广泛凝聚社会爱
心力量共同抗击疫情，抓细、抓实、抓
严慈善捐赠工作。截至3月15日，共
接收境内外捐赠款物折合人民币
2159.56万元，支出款物总计2066.66
万元，占总收入的96%，筹募款物数
额位居全省慈善组织前列，剩余善款
将继续用于疫情防控工作。

1月30日，省慈善总会在向省民
政厅进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专
项募捐”公开募捐备案，向全社会发
出公开募捐倡议书。椰树集团第一
时间通过省慈善总会向湖北省捐赠

善款500万元和价值500万元的椰
子汁。紧接着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省科学技术协会、碧桂园集团海南区
域、贵州茅台海南经销商联谊会、海
南省潮汕商会、海南省潮汕经济促进
会等企业单位纷纷加入捐款行列。
一大批爱心人士也慷慨解囊纷纷向
抗击疫情一线的医护人员捐款。

每当捐赠款物到达时，省慈善总
会筹募部均及时请示省疫情防控工
作指挥部，遵照计划安排，进行调配
捐赠款物，迅速联系湖北省慈善总会
和其他款物接收单位，主动对接我省
医疗单位，按照捐赠方的意愿、有关
机构的安排，第一时间将捐赠款物拨

付使用到抗疫一线，做到“快进快走、
物走账清”。

省慈善总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总会精准实施，确保援助成效。一
是精准用于疫情严重地区。重点对
湖北省武汉、孝感、黄冈、荆州等地
予以援助，帮助解决当地护目镜、隔
离服等医疗防护设备紧缺难题。二
是精准用于我省抗击疫情一线医疗
单位和人员。联合爱心企业为海
口、三亚、陵水、文昌等10个市县指
挥部送去瓜果蔬菜等食品，支援后
勤保障工作；协调爱心企业，为省人
民医院、省中医院、市人民医院等医
疗单位和省救助站、省托老院提供

口罩、护目镜、隔离服等防护设备；
配合省科协捐款向支援湖北的医护
人员发放生活补助。

受疫情的影响，我省有一些地方
的瓜菜滞销。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省
慈善总会发挥联系面广、合作单位多
的优势，积极帮助农户解决难题。在
省慈善总会的联络和建议下，碧桂园
集团海南区域等爱心单位紧急启动
了一场特殊的公益行动，先后投入
133万余元在海口、三亚、保亭、陵水
等地采购因受疫情影响而滞销的瓜
果蔬菜约200吨，既解决了农户果蔬
滞销的难题，又为一线医护人员和困
难群众解决了“买菜难”的问题。

省慈善总会共接收境内外捐赠款物折合人民币2159万元

慈善汇聚合力 各界同心战“疫”

三沙卫视、人民文学出版社
向南极科考人员赠书
丰富科考工作者业余生活

本报海口3月17日讯（记者尤梦瑜）海南日
报记者从三沙卫视有关部门了解到，近日，为丰富
科考人员的业余生活，三沙卫视在南极向中国第
36次南极考察队和中山站等中国考察站捐赠《地
衣——李村寻人启事》《没有胳肢窝可怎么生活
啊》等文学作品。

据悉，2019年、2018年，三沙卫视、人民文学
出版社分别在南极、北极向第35次南极考察队和
第九次北极科考队捐赠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的青年作家李瑾的短篇故事集《地衣——李村寻
人启事》。

据悉，目前正在开展的第36次南极考察属于
跨年度任务，旨在进一步掌握南极变化对全球影
响的趋势，提高我国适应与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积极参与南极全球治理。考察队由来自105家单
位的413人组成。

码上读

外籍入琼人士看过来

扫码“外语通”
秒懂防疫事

本报海口3月17日讯（记者陈蔚林）海南日
报记者3月17日从海南省外事办公室获悉，鉴于
当前国际新冠肺炎疫情日趋严重，外交部特转来
《疫情防控外语通》，以便我省更好地为外籍留学生
和外籍人士提供疫情防控和治疗方面的语言服务。

《疫情防控外语通》由教育部、国家语委指导
北京语言大学紧急研发，参考国家有关防控通知，
遴选整理了日常注意事项、入境注意事项、就诊常
用句等3个方面共50个句子，制作成韩语（朝鲜
语）、日语、波斯语、意大利语、阿拉伯语、英语等6
个语种的微视频和多媒体卡片，并开发了微信平
台版和电脑网页版在线查询系统。

现将各个系统二维码附后，海南省外事办公
室建议各单位和有关人员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使
用，进一步提升服务水平。

日常注意事项
6语微视频版

入境注意事项
6语微视频版

诊疗用语6语卡片 在线查询系统

省妇联联合省卫健委等单位
捐赠抗疫物资

向“疫”线人员送关爱

本报海口3月17日讯（记者昂颖
通讯员刘晓晖）3月17日，省妇联联合省
卫健委等单位在省疾控中心举行捐赠仪
式，向海口地区1万名医疗单位人员捐
赠价值100万元的抗疫物资。

据悉，疫情发生以来，省妇联尽力
为“守护大家”的医务人员“守护小家”，
联合省卫健委、海南成美慈善基金会开
展“致敬逆行英雄，巾帼爱心瓜菜免费
送您家”活动，每周为海南支援湖北医
务人员家庭免费配送一次爱心瓜菜，并
以捐赠玩具、爱心礼包等方式关爱支援
湖北医务人员家庭。

春回大地 樱花绽放

《疫情防控外语通》系列版本二维码

我省陆续向湖北捐赠
近6000吨农产品

本报海口3月17日讯（记者罗
霞 通讯员杨晋）海南日报记者3月
17日从省商务厅获悉，疫情发生以
来，我省积极调运物资支援湖北，截至
目前已陆续向湖北捐赠近6000吨优
质农产品。

根据省委省政府有关部署，省商
务厅会同省农业农村厅、省交通运输
厅和三亚、海口、文昌、乐东四地，安排
财政资金用于收购海南果蔬，组织优
质农产品分四批次捐赠给湖北疫情严
重地区，其中2月1日发运第一批瓜
菜。随后，我省多个市县用“以购代
捐”等方式组织优质农产品支援湖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