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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张家慧
受贿、行政枉法裁判、诈骗案一审开庭

本报海口6月17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
马润娇）6月17日，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法
公开开庭审理了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张
家慧受贿、行政枉法裁判、诈骗一案。

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起诉指控：
2006年以来，被告人张家慧利用担任海南省高
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审判委员会
委员、党组成员、副院长等职务上的便利，通过
打招呼等方式为相关单位和个人谋取利益，直
接或通过他人非法收受财物共计人民币4375
万元。2015 至 2016 年，被告人张家慧身为司
法工作人员，为使其丈夫刘远生实际控制的海
南迪纳斯投资有限公司少缴或不缴增容费，在
行政审判活动中指使、授意他人故意违背事实
和法律作枉法裁判，致使该公司少缴纳增容费
4621万余元。2001年6月，张家慧夫妇虚构帮
助他人疏通关系减轻刑事处罚，骗取相关人员
价值人民币 143 万余元的财物。检察机关认
为，被告人张家慧的行为已分别构成受贿罪、行
政枉法裁判罪、诈骗罪。

庭审中，公诉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被告人张
家慧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
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张家慧进行了最后陈述
并当庭表示认罪、悔罪。被告人张家慧的亲属，诈
骗案被害人的亲属，部分全国和省级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法院特邀监督员，新闻记者和各界群众旁
听了庭审。

庭审结束后法庭宣布休庭，案件择期宣判。

6月16日我省无新增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本报海口6月17日讯（记者马珂）省卫健委
发布：6月16日0-24时，海南省报告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无新增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

截至6月16日24时，海南省累计报告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 171例，其中境外输入 2
例。住院病例2例，死亡病例6例，出院病例163
例。确诊病例中，海口39例、三亚57例、儋州15
例、万宁13例、澄迈9例、琼海6例、临高6例、昌
江7例、陵水4例、东方3例、定安3例、文昌3例、
保亭3例、乐东2例、琼中1例。

截至 6 月 16 日 24 时，追踪到密切接触者
6939人，已解除医学观察6811人，尚有128人正
在接受集中医学观察。

截至6月16日24时，海南省报告新型冠状病
毒无症状感染者36例，其中解除隔离34例，尚在
医学观察2例（1例浙江输入、1例刚果（金）输入）。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实习生 王俊乐

6月17日，2020年海南省普通高
等学校招生考试海口考区联席会议召
开。海南日报记者从会上获悉，海口
市高考报名总人数达14548人。为做
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海口在全
市10个考点分别派驻2名医生（其中
1名防疫专员）、1名护士和1辆救护
车。同时，因今年是我省实行“新高
考”的第一年，考试不再分文理科，考
生的准考证号也和往年有所不同。

全市设10个考点492个考场

今年，海口市高考报名总人数达
14548人。其中普通类13577人；艺
术类694人；体育类277人。

海口市高考设10个考点，最大
考场数 492 个。其中普通类考场
458个；艺术类考场24个；体育类考
场10个。

10个考点分别是：海南华侨中学

高中部、海南中学高中部、海南中学初
中部、海南省农垦中学初中部、海南师
范大学附属中学高中部、海口市第一
中学高中部、海口实验中学高中部、海
口市琼山中学高中部、海口市第四中
学高中部、海口市第二中学。海口考
区的主考点设在海南华侨中学高中
部，海口市第二中学为今年新增考点。

其中，海南省农垦中学初中部设
为普通类考点及艺术类综合考点，海
口实验中学高中部设为普通类考点及
体育类综合考点，其余考点均只设为
普通类考点。

考生准考证号有变化

相较往年不同的是，我省从今年
开始实行“新高考”，高考科目由统一
高考的语文、数学、外语3科和学业水
平考试的3个自主选择的等级性考试
的3科构成，即“3+3”模式。单科成
绩和总成绩均以标准分方式呈现。

因此，今年我省高考考生的准考

证号也有所不同。考生准考证号
码为十一位阿拉伯数字，第一至四
位为学校代码；第五位为科类代
码，第六位为科目号，第七至第九位
为考场号，第十至第十一位为座位
号。如 01440403602 为 2020 年海
口考区海南中学考点普通类物理科
目第36考场02座位，01123502316
为 2020 年海口考区农垦中学初中
部考点艺术类化学科目第 23 考场
16号座位。

准考证号由省考试局统一随机
编排，各市县在考前3天内打印发给
学生。《准考证》信息由省考试局保存
一年。各校要向考生说明准考证号
码的编码方法，公布考试时间、地点，
使考生能根据准考证号码来准确认
识考点、考场和座位，并能按照规定
的各科考试时间依时到达考场参加
考试。

考生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开考15
分钟后，不得进入考点参加当次科目
考试（7月8日英语科的考试，14时45

分后禁止迟到的考生进入考点）；不得
早于每科目考试结束前30分钟交卷
出场，交卷出场后不得再进场续考，也
不得在考场附近逗留或交谈。

考生入考场前要测温

面对今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
情况，海口要求要从保障广大考生
利益的角度出发，提高疫情快速反
应和应急处置能力，切实保障广大
考生和涉考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

按照“分级管理、逐层负责”的原
则，海口成立了2020年海口市高考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
作小组。同时，海口各个高中学校也
要成立校长为组长，分管副校长、教务
主任、年级长、班主任、校医等为成员
的学校高考疫情防控工作小组，配合
考点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高考前14天起，各学校要对所有
考生每天进行体温监测并做好登记，

把每一名考生的体温监测结果于高考
前一天报送给海口市考试中心。要求
省外考生提前返回海南，并遵从我省
防疫部门的要求，加强健康监测和自
我管理。对于身体出现发热异常症状
和其他特殊情况的考生由高中学校向
考点和考区报告，便于考点视考生实
际情况统筹安排和处理。提前对所有
涉及参加高考相关人员进行排查，确
保每一位人员健康上岗。

海口将在全市10个考点分别派
驻2名医生（其中1名防疫专员）、1名
护士和1辆救护车，做好医疗应急保
障工作。考生入考场前要测量体温。
各个考场要设置临时隔离区，要为考
生提供必要的消毒液及洗手用品，准
备适量一次性口罩、手套、消毒液等应
急防护物资。

要加强考场、考务办公室、视频监
控室、广播室等考点功能室的通风换
气，通风换气时间不少于30分钟，高
考期间每天不少于2次。

（本报海口6月17日讯）

海口报考人数超1.45万人，考生考前14天体温监测结果由学校报送

“新高考”：不再分文理科 准考证号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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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粽”情盛夏浓香万家

6月 13日，笔者走在定安县城，制
作粽子的场景随处可见，美味的定安
粽惹人垂涎。路边的小卖部已经开始
售卖各种馅心的定安粽，早茶店里也
出现定安粽的“身影”。“每年的端午节
前，我们都要买一些寄回老家，让老家
亲戚也一起尝尝海南定安粽。”来自山
东的雷骁一边提着袋子，一边挑选定
安粽，不一会，他提着一袋新鲜的定安
粽满载而归。

“定安粽，是定安的美味，也是定安
人的智慧结晶。”定安县粽子协会会长王
沸健自豪地说。定安粽采用原生态食材
和传统精工细作的手工加工方式，以火
山岩富硒糯米、定安黑猪肉、农家咸鸭蛋
黄、秘制食用调料等原料，采用12个小

时水煮等传统工艺，包括备料、制馅、包
粽、蒸煮等10多道工序，制作过程十分
繁杂。随着人们的手指快速地上下翻
飞，色泽丰富的佐料纷纷覆盖上糯米，一
道被裹入青粽叶中，待蒸煮10余小时
后，香气四溢的定安粽出锅了……

吃粽子，品文化。“食材为先，食客为
重”这是定安百姓在做粽子时一直秉承
的初心，定安粽拥有独特的文化内涵和

“叶裹千年 心传平安”的美好寓意，定安
人民的巧思匠心方才成就了粽子“浓郁、
软绵、味香而不腻”的独特风味。如今，
定安粽已经不单单是一种传统节庆食
物，更是定安人民富足生态的重要象征。

线上线下组合营销

定安粽子工艺繁琐、品质上佳，每逢
端午节前后，备受市民游客的青睐。与

往年相比，今年该县采取线下线上组合
的方式促销，取得良好成效。

“定安粽子真是好，吃了还想吃。”驻
足观看活动开幕式的海口市民张女士
说。6月13日，在海口市名门广场举行
的第五届海南端午美食文化节上，定安
粽子一展出立即引起消费者的青睐，现
场展示了“创味美”“优禄禄”“春阳”“新
双黄”“大福口”“正粽粽子”等定安县10
多个知名粽子品牌。

“这场活动来得正是时候，我买了5
箱粽子，回去发个朋友圈，分享一下这份
难得的实惠。”市民张女士提着几箱定安
粽喜笑颜开地说。而张女士口中的这份

“优惠”原来是本次海南端午美食文化节
上，定安县人民政府开启的“定安粽线上
优惠券”购买活动。

今年，为了拉动定安县粽子销售，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联合定安县政府开

展线下线上促销活动。在“爱哪哪”平
台上的“定安粽线上优惠券”被消费者
争先抢购，活动现场十分火爆。从即日
起到6月20日，1元抢30元代金券，一
张代金券消费满160元立减30元。消
费者可凭券购买，定安粽企的产品种
类、特色品牌也得到了充分展示，消费
者可以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尽情购
买定安粽。

据了解，本次活动旨在提振定安粽
销量以及相关餐饮企业的市场占有率，
加速定安粽线上和线下融合销售，激发
全县广大餐饮业经营者创新意识和品
牌意识，从一定程度上拉动定安县线上
线下的农特产品营销经济增长，通过展
现定安粽以及定安美食区别于其他竞
品的品牌形象，突出展现定安粽个性风
格，形成良好口碑。

“定安县举办的这场组合营销活

动，为我们创味美提供了很多契机，消
费者在6月15日—6月20日线上抢购
优惠券期间，可以到海口市琼山区海府
路144号长海大厦创味美定安粽子领
取点领取美味的定安粽，也可以联系工
作人员0898—66666463。”创味美相关
负责人表示。

近年来，定安县通过标准化生产、立
体式营销等多种方式，不断延伸粽子产
业链条，让粽子产业走上“互联网＋”发
展快车道。

通过海南名粽展销、海南名粽营销
分享会、海南名粽企业推介路演、“粽夏
之夜”动感嘉年华等方式加强“定安粽
子”品牌化建设，提升产品附加值，为定
安优质特色农产品发展增添新动力。
本次活动中举行的海南名粽营销分享
会，网红、电商、快消食品品牌商、大型
商超渠道汇聚一堂，用最市场的角度，

最前沿的经验，深刻探讨互联网时代粽
子品牌营销领域，解读把脉粽子营销的
未来之势。

借助本次活动，定安县在粽子饮食
文化的基础上，紧跟互联网时代风口，推
动海南食品产业消费升级，开创产业全
面开花新格局。通过线上线下营销组合
拳，助力定安粽俏卖俏产，同时进一步助
力当地群众就业问题，提升定安粽子企
业营销转化率。

定安县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表
示，未来将通过创新发展当地特色品
牌，以及打造融合海南风情和定安特
色的“农业产品+特色品牌”模式，借助
互联网东风持续焕发定安农业特色产
品的新鲜活力，让更多的消费者可以
享受到定安风味美食，展现海南饮食
文化的特色与魅力。

（撰稿/辰岑）

线上线下组合营销 多措并举打造品牌

迎“粽”香时节 品定安好味

在古城定安，每逢
端午佳节，“米香馥郁，
软糯可口，黑猪肉粽料
足味美。”一个个美味饱
满的定安粽子脱颖而
出。从富硒土壤孕育而
出的食材，成就定安粽
的营养好味，而当地百
姓娴熟技艺让定安粽子
有了美妙风味，这些，让
定安粽子成为长盛不衰
的舌尖佳品。

6月13日，2020年海南端午美食文化节在海口市名门广场开幕，市民游客在选购定安粽子。 高林 摄

本报海口6月17日讯（记者马
珂）6月17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省卫
健委获悉，为落实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常态化防
控形势下发热门诊等医疗工作的通
知》要求，进一步巩固我省当前防疫成
果，严格强化各类防控机制、措施落
实，推动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关口前
移，省卫健委下发《进一步加强常态化
防控形势下发热门诊等医疗工作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要求各市县卫生健康委和
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进一步强化预检分
诊和发热门诊规范设置和管理。严格
落实我省相关预检分诊、发热门诊设
置建设和管理相关要求，持续做好预

检分诊和发热门诊管理工作，有条件
的医疗机构可结合预约诊疗工作，开
展先线上后现场的两次预检分诊。同
时参照上海市发热门诊建设管理工作
经验，不断完善本辖区内发热门诊规
范化设置建设和管理。

《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强实验室检
测和定点医院相关工作。各市县卫生
健康委和二级以上综合医院要按照省
防控指挥部《关于加强医疗机构新型
冠状病毒核酸检测工作的通知》（琼肺
炎指〔2020〕95号）和省卫生健康委
《关于印发海南省二、三级医院新型冠
状病毒核酸检测PCR实验室建设专
家建议》（琼卫医函〔2020〕168号）要
求，加快落实核酸检测实验室建设，提

高核酸检测能力。医疗机构要对重点
人群“应检尽检”，对其他人群实施“愿
检尽检”，通过开展新冠病毒核酸检
测，及时发现新冠病毒感染者和院内
感染的风险，做到精准防控。

各市县卫生健康委、各级各类医
疗机构要坚持“四集中”原则，不断完
善新冠肺炎患者应急处置预案和演
练，进一步提高新冠肺炎患者的处置
能力。目前省人民医院（省传染病医
院）和三亚中心医院作为定点救治医
院，要进一步完善医院设置，加强病房
改造，使硬件设施符合传染病救治相
关要求。进一步加强医疗救治设备和
物资配备，要完善急诊急救、生命支
持、实验室检测、影像学检查等医疗设

备，根据需要配备适量负压救护车、呼
吸机、心电监护仪、血滤机、CT机等。
加强防护物资储备，为医疗救治工作
提供保障和支持。

同时，《通知》提出进一步强化医疗
机构感染防控。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要
不断加强医院感染防控管理。严格落
实国务院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
机制综合组《关于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
要求进一步加强医疗机构感染防控工
作的通知》和省卫生健康委《关于做好
常态化疫情防控医院感染管理组织建
设和监测评估工作的通知》要求，完善
医院感染管理质量控制中心建设，加强
医院感染管理三级网络建设，建立感控
督查员队伍，加强就诊患者、住院患者

及陪护等人员管理，开展医疗机构感染
防控的监测、评估及全员的培训，定期
开展医院感染防控的排查，及时发现异
常，降低院内感染的风险。

《通知》要求各市县卫生健康委要
切实推动医疗救治工作关口前移，严
格按照省卫生健康委《转发关于开展
医疗机构新冠肺炎防控和医疗救治督
导工作的通知》（琼卫医函〔2020〕164
号）要求，指导医疗机构抓紧查找有关
工作的问题和不足。各医疗机构要针
对预检分诊、发热门诊、检验检测、院
感防控等重点环节补短板、堵漏洞、强
弱项，建立查找存在问题台账，结合省
卫生健康委督导问题整改清单，及时
落实落细整改措施，确保责任到人。

我省严格强化各类防控机制、措施落实，推动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关口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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