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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起办理
社保临柜业务无须预约

本报海口4月18日讯（记者邓海宁）4月17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社会保险事业局获悉，
按照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部
署要求，为有序推动复工复产，该局决定从4月20
日起取消海口市社保服务大厅及4个区社保所办理
临柜业务的预约程序，恢复正常的业务办理流程。

据了解，疫情防控期间，海口市社会保险事业
局建议市民首选线上办理业务，如确需临柜办理，
请市民进入海口市社保服务大厅及4个区社保所
时务必佩戴口罩，主动配合体温监测，保持一定社
交距离。工作人员将根据实际情况，做好人员引
导，在办理业务的各环节动态调整现场人员密度，
避免人员聚集。

海口

荔枝文化节本月底开幕
本报椰林4月18日电（记者梁君穷 特约记

者陈思国）4月18日海南日报记者从陵水黎族自
治县商务局获悉，由该局和陵水县农业农村局、隆
广镇政府共同主办的2020年陵水荔枝文化节活
动将于4月26日开幕。届时将有上百位客商来
到陵水，现场与陵水荔枝种植企业和种植大户沟
通交流、开展合作。

本次活动主题为“春暖妃子笑 美荔陵水红”，
旨在签下一批采购订单，提高陵水荔枝的销量。
活动开幕式现场将进行“陵水荔枝”地理标志品牌
推介，并将评选“美荔陵水红”产品和举办签约仪
式。同时，主办方还将通过组织开展荔枝采摘活
动，进行抖音直播，增加陵水荔枝的网上销量。

据了解，陵水今年种植荔枝2.69万亩，早熟
荔枝大多采用“妃子笑”和“三月红”品种嫁接种
植，此外，该县还种有“三月选”“白糖樱”等品种。
陵水荔枝上市时间普遍比省外荔枝早一个月。

陵水

5名先心病患儿获“心生”
本报三亚4月18日电（记者李艳玫 通讯员

黄毅）4月17日上午，一名7个月大的先天性心脏
病（以下简称先心病）患儿在三亚市妇幼保健院免
费接受手术治疗，获得“心”生。据悉，这是我省今
年首例免费接受手术治疗的先心病患儿，当日共
有5名先心病患儿接受手术治疗。

当天，2020年上海三亚先天性心脏病救治合作
项目启动，第一批共有8名先心病患者接受手术治
疗。“在一例先心病患儿手术中，我们首次采用了食
道超声引导下经皮动脉导管封堵术，它充分结合心
脏内科介入技术、食道超声技术，可以在20分钟左
右快速精准地完成手术，且术后不留伤疤、能进一步
提升三亚医疗机构在该方面的医疗救治水平。”三亚
市妇幼保健院副院长陆兆辉介绍。

据了解，从去年起，三亚设置了专项民生救助
基金，启动0岁至6岁儿童先心病免费筛查和诊
治项目，由三亚市妇幼保健院携手上海儿童医学
中心心胸外科对三亚地区贫困家庭先心病患儿开
展免费救治。去年，共有34名先心病患儿成功接
受手术，所产生的费用由医保和民生救助基金
100%兜底。

“在三亚，我们已经建立起先心病从筛查到诊
断，再到治疗和随访的完善体系。”陆兆辉说，今后三
亚市妇幼保健院将把更多涉及儿童的重大疾病纳入
三亚与上海相关医疗合作项目的诊治范围，将更多
的优质医疗资源引入三亚，同时培养本地医疗团队，
让更多患者在家门口享受优质的医疗服务。

三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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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校
错峰上学避免人员聚集

小学有6个年级，学生数量比中
学更多。加之小学生年龄小，许多家
长亲自接送孩子，在上下学时间段，
校门口容易出现人员拥挤的情况。
对此，海口多所小学计划采取分年级
错峰上下学的方式，避免学生家长聚
集。例如，海口市第二十七小学计划
安排六年级学生上午7：00—7：20到
校，三、四年级7：20—7：40到校，一、
二年级上午7：50—8：10到校。下午
的上学时间，高年级、低年级也错开
了15分钟。

在体温监测方面，海口大多数小
学都提前准备了额温枪、红外线测温
仪、人脸测温一体机等设备，计划在
校门口、教学楼和食堂入口设置多道

“关卡”，排查师生体温状况。4月15
日下午，海南日报记者来到海南白驹
学校，看到学校的3个校门口都搭建
了红外线测温仓。“从外观看，红外线
测温仓就像一间板房，里面有和电脑
连接的红外热成像体温测试仪。人
从体温测试仪前经过，机器就能自动
拍照、测温。”海南白驹学校副校长冯

东云告诉海南日报记者，除了进校门
的这道“关卡”，学校的教学楼、食堂
都安装了人脸测温一体机，进教室前
班主任也会用额温枪再给学生测温。

在防疫物资储备方面，海口各
小学都要求家长为孩子准备好口罩
带来学校使用，同时学校也储备了
一批口罩备用。此外，海口各小学
均承诺，可为来自贫困户、低保户或
身体残疾等存在特殊困难的学生免
费提供口罩。

上课
部分新建小学将拆分班级

为降低交叉感染的风险，教育部
门提倡学校进行小班化教学。海南
日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海口城区
的小学多为50多人一个班，受师资
和场地的限制，只能按照原来的方式
编班。而新建小学和农村小学，因学
生数量少、场地空间足，可开展30人
以内的小班化教学。

去年暑假建成的海口市英才小
学滨江分校，校内场地空间充足。“目
前学校只有一年级10个班、500多名
学生，学校的空教室还有很多。为降
低教室内人员密度，我们计划将原来

的班级一分为二。班级拆分后，每个
班学生人数在30人以内，另一方面，
老师的授课量需要增加一倍。”该校
老师容玛丽介绍说。海口的许多农
村小学学生人数本来就少，预防人员
聚集的压力相对较小。“我们学校5
个年级一共18名学生。和市区学校
比，疫情防控压力要小很多。”海口市
灵山镇美庄小学校长陈昌发说。

课间是海口各小学防疫的关键
环节。海南日报记者采访了解到，海
口多所小学要求班主任或科任老师
课间在教室坐班，监督学生戴好口
罩，不追逐打闹。

“一直待在教室会让学生感到压
抑。我们允许学生课间分批到走廊
上透气，在保持安全距离的前提下适
当活动。课间上厕所要和老师报备，
一个一个去，不扎堆。”海口市滨海第
九小学体卫艺处副主任于洪伟说。

食宿
部分小学提供午餐午休

食宿方面，海口部分新建小学和私
立小学可为学生提供午餐、午休服务。
因食堂还未建成，去年9月开学以后，海
口市长滨小学、海口市英才小学滨江分

校一直委托餐饮公司给学校师生配送
餐，学生们中午在教室用餐。“开学后，我
们继续采取这种模式。学生用午餐时，
班主任全程陪餐。用完午餐后，学生们
有序按固定线路回宿舍休息。我们的
宿舍空间大，通风好。”海口市长滨小学
校长王先云介绍道。

海南枫叶国际学校小学部有约
一半的学生住校。“开学后，食堂工作
人员将提前把饭菜装在餐盘里，分发
到餐桌上。学生到食堂后，不用排队
取餐，直接吃饭。”该校小学部校长赵
惠敏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为了让学生
们在吃饭时不说话，减少飞沫传播，
学校将营造“无声食堂”。“学生需要
添菜添饭，可通过打手势的方式向老
师汇报。拳头代表加米饭，1根手指
代表加汤，5根手指代表加菜。”

海口部分城区小学无法为学生提
供午餐、午休服务。以往，一些家长将
孩子送到学校周边的寄宿点或“托管
班”午餐、午休。近日，海口各区成立专
项整治纠察队对校园周边餐饮店、“托
管班”、出租屋等进行排查登记。“为确
保安全，我们要求各小学劝诫家长课
后不要把孩子安置到校外寄宿点。”海
口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告诉海南日报
记者。 （本报海口4月18日讯）

“致敬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朗诵会启动
线上征集70位诗歌朗诵者

本报海口4月18日讯（记者赵优 通讯员庄
虹意）谁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为弘扬时代精神，
歌颂时代榜样，共创美好新海南，由省旅文厅指
导、省群众艺术馆主办的“致敬新时代最可爱的
人”专题朗诵会活动4月17日正式启动，活动线
上征集70位诗歌朗诵者。

据介绍，此次专题朗诵会活动主题为“讴歌
抗疫英雄，赞颂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者”。线上
报名时间为4月17日至27日，共招募70名诗歌
朗诵者（年龄8岁至65岁）。为提高朗诵者的诵
读水平，4月21日至23日，省群众艺术馆将邀请
省内著名朗诵家网上授课，开展线上培训辅导。
随后，通过朗诵者报送视频作品、优秀作品线上
展播等环节，评选出优秀朗诵者参加2020年“致
敬新时代最可爱的人”专题朗诵会。届时，十佳
朗诵者、优秀朗诵者和最具潜力朗诵者将获得相
关证书及纪念礼包。

4月18日，儋州市新州镇
英均小学，老师们在校门口布
置防疫展板，在地上贴测体温
指示条，迎接开学复课。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4月 17日，海口市琼山区
第三小学开展应急演练，老师
在模拟给学生测体温。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本报嘉积4月18日电（记者傅
人意）装药、盘旋、起飞！4月17日，
在琼海市大路镇沙地村，4架无人机
向300亩正在抽穗的水稻田喷洒农
药。这是由海南省植物保护总站、琼
海市农技中心举办的2020年早稻稻
飞虱统防统治现场会上的一幕。

据琼海市农技中心主任徐卫清介
绍，近期琼海市局部地区的水稻田出
现稻飞虱。现场会召集当地部分农户
和乡镇农技负责人，号召相关农技人
员通过做好水稻病虫害统防统治工
作，帮助广大农户转变观念、树立信
心，确保早稻增产、农民增收。

“这些无人机喷洒的均为低毒高
效、生态友好型农药。”海南省植物保
护总站相关负责人陈剑山说，使用无
人机对水稻病虫害进行防治，可达到

高效、安全、精准的目的。比如，一架
无人机每天防治面积可达200亩，是
人工单日作业量的20倍。同时，通过
数据化管理，无人机喷药更为精准，农
业作业人员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海南农飞客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
经理邓家剑表示，近年来，使用无人机
对水稻病虫害进行防治的模式在全省
得到推广，尤其在琼海、三亚、乐东、万
宁、澄迈等地得到了许多农户的认可。

现场会上，农业农村部门向琼海当
地农户免费发放水稻病虫害防治农药。
沙地村村民王绍钵种了两亩水稻，他说，

“眼看再有半个月水稻就要收割了，拿到
这些农药后会用心管理好水稻。”

据省农业农村厅统计，今年1月1
日至4月13日，我省组织开展水稻重
大病虫害防治面积达25万亩。

早稻稻飞虱统防统治现场会琼海举办

无人机洒药 精准又高效

关注开学复课

本报海口4月18日讯（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张媛）海南日报记者4
月17日从海航货运有限公司获悉，
截至4月16日，该公司累计保障海
南航空、首都航空、天津航空等航空
运输企业的“客改货”航班15架次。
这15架次航班均为从北京、上海、深
圳、杭州、武汉等地始发的国际货运
包机航班，装载的货物90%为运往
世界各地支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的防疫物资，共计保障运输防疫
物资283吨。

目前，中国民航助力复工复产
及全球疫情防控工作正在加速推
进，海航集团旗下各航空客运公司
纷纷发力“客改货”航班运输，紧抓
市场机遇提升公司效益。海航货运
作为海航集团旗下专业航空货运企
业，自3月29日起，全力协助各航空
公司开展“客改货”运输业务，安全

保障货物“登机”。
在接到“客改货”航班保障需求

后，海航货运积极协同航空公司制定
《客舱货物运输管理规定》、“客转货”
装载说明，明确货物运输类型、包装
及尺寸要求、货物客舱固定方式、现
场监装要点等要求。

同时，海航货运依托丰富的保障
经验和优质的保障服务，确保在客舱
不改装的情况下进行货物装载，降低

了航空公司的“客改货”成本。针对具
体执飞机型，该公司一线保障人员通
过现场测试客舱座位间距、座椅受压
能力等项目，提前确定客舱装载货物
尺寸、重量及固定方式，保证实际操作
中货物能及时顺利完成装载。

据统计，疫情发生以来，海航货
运累计保障运输境内外防疫物资
1367吨，积极为全球疫情防控贡献
力量。

海航货运保障洲际“客改货”航班货物顺利“登机”

283吨防疫物资“飞”往世界各地
海口一库房
突发火灾
过火面积约600平方米
目前大火已扑灭，未造成人员伤亡

本报海口4月18日讯（记者习
霁鸿 通讯员王鹏羽）4月18日10时
33分许，海口市椰海大道延长线一
自建楼三楼中转库房发生火灾，过火
面积约600平方米，火势凶猛。经
消防部门扑救，大火已被扑灭，无人
员伤亡。

据悉，接到报警后，海口消防指挥
中心立即调派滨江消防站、国兴消防
站、桂林洋消防站、特勤大队二站和重
型机械工程救援大队共14辆消防车、
56名指战员赶赴现场处置火情，海口
消防全勤指挥部随即出动。

经现场侦查发现，起火建筑为一
栋三层半框架混凝土结构楼房，内部
存放的塑料制品为易燃物品，因此火
势十分凶猛。着火的塑料制品燃烧时
产生大量的高温有毒浓烟，给灭火救
援工作带来难度。着火后，因塑料制
品猛烈燃烧，该楼楼体受热后出现热
膨胀现象，楼房西北面墙体出现大量
裂痕及倾斜现象，火势如不尽快控制，
墙面可能会坍塌。

根据这一情况，消防指战员立即
布置供水干线和水枪阵地，同时使用
高喷车、大功率移动水炮，采取前后
夹击、围歼堵截、逐片消灭等战术控
制火势。

11时30分许，现场火势被控制
住，11时50分，现场明火被扑灭。为
防止复燃，消防部门利用无人机对该
楼房进行监控，同时利用高喷车及水
炮阵地继续对阴燃的火点进行清理，
消除了复燃隐患。目前，起火原因正
在调查之中。

早
准
备

海口各小学早谋划、早行动，为开学做好准备

下好复课先手棋 画好防疫作战图

4月 20日，我
省各地小学将开学
复课。小学生活泼
好动、自制能力差，
喜欢扎堆玩闹。学
生返校后，小学如何
避免人员聚集，如何
开展课间活动？防
疫物资是否充足？
午餐、午休问题如何
解决？近日，海南日
报记者走访了海口
多所小学，发现各校
均已准备了一批防
疫物资，大多数学校
制定工作计划，对学
生入校、食宿、开展
课间活动等环节的
疫情防控工作提前
进行了部署安排。

提前
布置

应急
演练

4月17日，琼海市大路镇沙地村，无人机升空准备喷洒农药。
本报记者 傅人意 摄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实习生 陈骏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