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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Labor Day“五一”国际劳动节
Labor Day holiday“五一”劳动节假期
reservation 预订
Wish you have a great holiday！
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假期！
I would like to make a reservation

for dinner.
我想预订一个晚餐的座位。
You can make your reservation online.
你可以线上预订。
You can buy your ticket in advance.
你可以提前买票。
You’d better look up the opening

hours and make reservations beforehand.
你最好事先查看营业时间并且预订。

生活英语

自贸英语角

自贸英语

支持海南探索建立吸引外国高科技人才的管
理制度。推进公务员聘任制和分类管理改革，拓
宽社会优秀人才进入党政干部队伍渠道，允许在
专业性较强的政府机构设置高端特聘职位，实施
聘期管理和协议工资。

Support Hainan in exploring and es-
tablishing management systems to at-
tract overseas high-tech talents. Promote
reforms in civil servant appointment sys-
tem and classified management and ex-
pand the channels for excellent talents
to work for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
Professional government bodies are al-
lowed to set up special high- ranking
posts with employment term manage-
ment and agreement-based salary.

【自贸英语资料来源：省委深改办（自贸办）】

扫码收听本报
记者尤梦瑜朗读的
英语音频。

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4月28日12时-4月29日12时）

城市名称

海口市

三亚市

五指山市

空气质量级别

优

优

优

PM2.5浓度
（微克/立方米）

17

21

21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41

39

33

发布单位: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 本报记者 王玉洁

“这位病人痰还比较多，背部
皮肤比较红，咱们还是要帮他多翻
翻身，多拍拍背……”4月 28 日下
午，在省人民医院重症监护病房，
省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管护师、
副护士长刘莉一边帮病人翻身、拍
背，一边轻声叮嘱旁边的护士。

对在急危重症护理一线工作
了 12 年的刘莉来说，这些护理再
日常不过，但最近这份“日常”平
添了几分久违的安心。原来，1月
27日，刘莉主动请缨，成为我省第
一批援鄂医疗队成员，“逆行”前
往湖北协助当地医疗机构救治新
冠肺炎患者。顺利返琼在三亚结

束隔离休整期后，4月 21日，她正
式返岗，回归护理照料重症病人
的工作。

“大家都说去湖北的医护人员
是英雄，其实我们在湖北的工作
重心和在海口一样，都是以患者
为中心，尽全力守护患者健康。”
刘莉说，只不过在湖北面对的病
人是被新冠肺炎重症患者，医护
人员也面临被感染的风险。

“面对未知和风险，尽管有过
担忧、害怕，但湖北需要急重症护
理人员，我想去、我要去，这是身
为医护人员的职责和使命。”刘莉
笑着说，“这听上去像大话，但确
是我内心真实的想法，我想也是
千万个医护人员内心坚定的声

音。只要穿上防护服进入病房，
为患者进行救治护理，就没有时
间去担心、害怕、犹豫。”

在湖北，刘莉担任海南支援湖
北洪湖疫情防控医疗队护理组长，
她带领团队成员先后前往洪湖市
人民医院和洪湖市第四人民医院
参与重症患者的救治护理工作，帮
患者做无创通气、静脉穿刺、雾化
治疗，帮患者翻身拍背、擦身如厕，
拼尽了全力。

“早期洪湖新冠肺炎重症患者
多，刚到洪湖时，当地物资紧缺、任
务繁重、被感染风险大。”刘莉说，
为节省医疗物资，她带着团队成员
自制防护面罩，减少医疗物资更换
的频率。

那种情况下，团队每个成员都
顶着很大的心理压力坚持战斗，

“他们互相打气、相互支持、全力以
赴的状态感染着我，更给了我力
量。”刘莉说，除了做好患者的救治
护理工作外，她还有一个艰巨的任
务，那就是把这支队伍平安带回
家，10个人一个都不能少。

刘莉的内心是柔软的，她把更
多关心送给了自己带的这支医疗
队。在洪湖的两个多月里，她曾见
缝插针，花了几天时间写完两篇日
记，记录战友的努力，记录医疗队两
个成员发烧时她的焦心和救护车里
的沉默。“经过检测，大家无恙，我悬
着的心才放下来，他们也才敢抱抱
我。”刘莉说，那一刻，大家哭成了泪

人，这份患难之交终生难忘。
刘莉的内心又是坚强的，和所

有与病毒抗争的医护人员一样。
“每当我穿脱隔离衣熟练一些时、
患者气色好转并健康出院时，我都
会更安心，也更有力量和信心。”刘
莉说。

日前，刘莉被评为全国卫生健
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
进个人，她带领的医疗队队员也安
全回家了。“在湖北，我给3岁的女
儿录了个视频，录了好几次才勉强
完成。”刘莉说，等孩子大一些，她
一定会把这段经历讲给她听，那些
悲痛的故事，还有那些无所畏惧的
勇士。

（本报海口4月29日讯）

海南省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管护师刘莉：

“支援湖北，是我们的职责和使命”

我省将开展为期3个月的组织贫困劳动力积极务工专项行动

政府重点工程优先招录贫困劳动力

“五一”国际劳动节将至，为进一步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省总工会联合本报从4月30日起推出系列报道，讲述我省奋战在各领域一线的先进劳动者故事，宣传
省总工会支持复工复产出台的系列措施，激励鼓舞广大职工向先进劳动者、劳模学习，爱岗敬业、开拓创新，积极投身建设海南自贸港的热潮。

本报海口4月29日讯（记者傅
人意 通讯员潘志勇 杨先辉）使用政
府资金的重点项目、重点工程中劳动
力密集技术含量较低的各类项目工
程，用工优先招录贫困劳动力，比例
不 得 低 于 新 招 录 人 员 数 量 的
10%……海南日报记者4月29日从
省打赢脱贫攻坚战指挥部获悉，全省
将开展为期3个月的组织贫困劳动
力积极务工专项行动，确保在6月30
日前，只要贫困劳动力有务工意愿的
实现其务工。

近日，省打赢脱贫攻坚战指挥部
印发的《海南省组织贫困劳动力积极
务工专项行动工作方案》指出，各市
县、各部门应多形式、多渠道积极推进
贫困劳动力务工，通过精准就业扶贫，
实现精准脱贫。

组织务工的渠道主要有：跨区域
输出一批、就地就近安排一批、政府工
程项目吸纳一批、公益岗位保障一
批。组织务工的工作措施主要有：进
一步摸清贫困劳动力的底数；组织力
量动员发动贫困群众积极务工增收；

实现贫困劳动力培训全覆盖；制定一
对一帮扶措施，提升就业帮扶精准度；
充分发挥劳务市场主体作用，鼓励劳
务市场主体积极参与推动贫困劳动力
务工就业；做好贫困劳动力务工服务
保障等。

在做好贫困劳动力务工服务保障
方面，我省要求：一是对贫困劳动力省
外务工的，市县主动与其用工单位对
接，统筹做好交通运输等保障工作，确
保及时运送到岗。二是推进扶贫企
业、扶贫基地（车间）、扶贫项目开工，

提高扶贫企业复工复产率。三是使用
政府资金的重点项目、重点工程中劳
动力密集技术含量较低的各类项目工
程，用工优先招录贫困劳动力，比例不
得低于新招录人员数量的10%。四
是以扶贫专项资金实施的“以工代赈”
项目，应安排不低于岗位总数40%的
岗位用于安排贫困劳动力。五是以政
府资金实施的人居环境整治、改水改
厕、美丽乡村建设等项目，每个项目贫
困劳动力务工比例不得低于新增用工
总数的30%；准备实施的项目，贫困

劳动力务工比例不得低于用工总数的
30%。六是扶贫龙头企业和扶贫基地
（车间），要加大贫困劳动力用工比例，
贫困劳动力用工人数较去年增加
10%以上。七是在已有公益岗位基础
上，开发不低于原有公益岗位总数
10%的新增公益岗位。八是各市县使
用贫困劳动力的4000个生态护林员，
未完成选聘的，要在5月31日前选聘
到岗；鼓励其他护林员岗位优先使用
贫困劳动力。九是全省可设置960个
扶贫公益岗位。

工会在行动 助力自贸港建设
编
者
按

本报那大4月29日电（记者林书
喜 特约记者李珂）儋州市近日出台清理
整治“三无”船舶方案，制定时间表，确定
今年12月底前完成对“三无”船舶的集
中打击整治；2022年底前全面解决“三
无”船舶问题。3年内全面完成本地区
核定的“三无”船舶拆解工作，其中交通
运输“三无”船舶今年内拆解完。这是海
南日报记者4月29日从儋州市有关部
门获悉的。

“三无”船舶是指无船名船号、无船
舶证书、无船籍港的船舶；套用合法或伪
造渔船船名、渔业船舶检验证书、登记证

书和渔业捕捞许可证书的，均按“三无”
船舶处理。儋州市对“三无”船舶分类进
行清理整治：对本市交通运输“三无”船
舶和进入儋州水域的外省、外市县“三
无”船舶依法从严打击整治；对涉渔（含
渔业生产、渔业辅助、休闲渔业等）“三
无”船舶逐一与船主签订承诺书和治安
责任状，依法采取措施并逐步消化拆
解；对无照、违规的修（造）船厂依法从
严打击整治。加强对正规修（造）船厂、
二手船买卖中介的日常监控，坚决打击
整治新下水“三无”船舶。同时，妥善维
护相关渔民、船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全

力做好清理整治“三无”船舶后转产就
业奖励、生活困难补助等帮扶保障配套
工作。

今年5月至11月，儋州将强化对
“三无”船舶的监控管理，各镇政府将逐
一与当地涉渔“三无”船舶的船主签订
承诺书和治安责任状，统一安装北斗船
载定位终端，将所有涉渔“三无”船舶活
动轨迹纳入管控视线。儋州市农业农
村、公安、海警、交通、生态环境、市场监
管等部门将联合执法，采取引导转产转
业、责令停航、报废等措施，依法集中开
展“三无”船舶打击整治。

儋州制定清理整治“三无”船舶时间表

今年内完成交通运输“三无”船舶拆解

本报海口4月29日讯（记者邵长
春 郭萃 通讯员陈言锦 朱玉）我省电
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更进一步。4
月29日上午，海南省充电产业投资有
限公司投资建设的“椰速充”世纪公园
充电站投运，可同时为45台不同类型
的电动汽车提供充电服务。此外，还将
有7个充电场站于5月份在海口、三亚
地区陆续投入运营。

“椰速充”是海南省充电产业投
资有限公司自主品牌，世纪公园充电
站是该品牌首个面向社会公众开放
的新能源汽车集中经营式充电站。
该充电场站位于海口市世纪公园停
车场内，共建设有45个充电终端（含
30个快充终端，15个慢充终端），投

建功率1905千瓦，能同时为45台不
同类型的电动汽车提供充电服务。
这45台充电桩均采用智能化充电方
式，车主通过微信公众号“椰速充”就
能够对充电桩进行查询，并可直接用
微信扫码支付。

据悉，海南省充电产业投资有限公
司成立于2019年11月，是一家国有控
股、市场化模式运作的混合所有制企
业，由海南省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南方电网电动
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滴滴旗下北京小桔
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
建。各方充分发挥优势，为该公司在用
户市场、金融资本、技术创新、管理运
营、品牌效应等方面提供帮助。

省发改委副主任颜人才表示，省
委、省政府对充电基础设施高度重视，
强调“桩站先行、适当超前”推进充电基
础设施建设，预计至2030年，海南充电
桩累计将建设94万个。

在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已被列入
“新基建”七大领域的时代趋势下，海
南省充电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今年计划
投资6500万元，在全岛建设30个充换
电场站，总投资建设700个充电终端，
总功率4.2万千瓦。同时将配合省委、
省政府完成充电桩战略投资布局，逐
步实现全海南岛内交通枢纽、高速公
路服务站、市县主要干道及重要县市
中心城区，如琼海、儋州、文昌等市县
的全覆盖。

我省“椰速充”首个充电站投入运营
微信扫码支付，可同时为45台电动汽车充电

我省部分高校公布开学时间
◀上接A01版
2016至2019级本科生、五年制毕业班
学生、2017级专科生、两年制中高职学
生，2018级、2019级专科生和五年制非
毕业班学生。

三亚学院第一批返校学生为大四
学生，返校时间为5月9日至10日；第
二批返校学生为大三学生，返校时间为
5月15日至16日；第二批返校学生为
大二学生，返校时间为5月17日至18
日；第四批返校学生为大一学生，返校

时间为5月19日至20日。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第一批返校学

生为大一、大二省内学生，返校时间
为5月9日至11日；第二批返校学生
为大一、大二省外学生，返校时间为5
月 12日至 18日；第三批返校学生为
毕业班学生，返校时间为5月19日至
20日。

按照省教育厅要求，对来自不同风
险地区学生，各高校将按照省疫情防控
工作指挥部的统一要求，做好分级防

控。对抵琼后因疫情防控要求做核酸
检测的学生，学校要在其检测结果未出
前为其免费提供临时留观场所，并做好
隔离期间的管理，检测结果正常者方可
进入校园。坚决杜绝不符合返校条件
的师生员工上岗上学。

各高校均要求学生在返校途中要
备足防护用品，做好个人防护；要在乘
坐飞机、火车、长途汽车等公共交通工
具时全程佩戴口罩，并减少途中停留，
尽量避免与周围群体密切接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