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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梁振君）海南省重点项目投资稳步
增长，形势逐步好转。根据省发展改革委近日披露
的信息，今年截至6月14日，省重点项目累计完成投
资248亿元，完成率37%；累计开工项目12个，开工
率60%。

其中，陵水17-2气田今年累计完成投资68%、美
兰机场二期完成投资47%、G360文昌至临高高速完
成投资47%、博鳌研究型医院完成投资30%、华盛2×
26万吨/年聚碳酸酯项目完成投资27%、迈湾水利枢
纽完成投资26%、100万吨乙烯项目完成投资12%、海
南昌江核电二期完成投资7%、天角潭水利枢纽完成
投资4%。

全省投资形势虽逐步好转，但尚有文昌、三亚、东
方、陵水、五指山、琼中6市县投资同比负增长。省发
展改革委建议以上6市县要高度重视稳投资工作，结
合自贸港建设进一步加快项目推进和投资完成，切实
按照省委省政府统一部署，以超常规的认识、举措和行
动，确保实现超常规的稳投资实效。

我省举行2020年“全民禁毒总动员基层行”
暨“6·26”国际禁毒日主题宣传活动
李军出席

本报海口6月25日讯（记者金昌波 良子）6月24
日，海南省2020年“全民禁毒总动员基层行”暨“6·26”
国际禁毒日主题宣传活动在海口举行。省委副书记李
军，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禁毒委主任刘星泰出席
相关活动并分别召开禁毒工作座谈会。

海口市琼山区龙塘镇近年来深入开展禁毒三年大
会战，在提升群众禁毒知晓率、社戒社康执行率和降低
吸毒人口占比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李军参观了龙
塘镇禁毒教育基地，向镇村干部询问了解禁毒工作情
况；来到文彩村文化广场参加禁毒宣传活动，向村民发
放禁毒宣传资料；走访了儒昌村社区康复人员创业基
地，对戒毒康复人员陈元盛在各方支持帮扶下戒断毒
瘾，自主创业成为养猪能手表示充分肯定，并鼓励他扩
大养殖规模、坚持勤劳致富，示范带动更多戒毒康复人
员树立信心、回归社会。

在座谈中，李军指出，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禁毒工作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
省委省政府有关决策部署，扎实深入开展好新一轮禁
毒三年大会战。要继续创新思路、多出“硬核”办法，加
大对社戒社康人员的精准管控和帮扶支持力度，进一
步提高戒断率、降低复吸率，持续巩固战果、消化存量、
杜绝增量。要充分运用直播、短视频等群众喜闻乐见
的方式创新开展禁毒宣传教育，切实提升识毒、防毒和
禁毒意识。海口市作为禁毒工作重点地区，要加大工
作力度，为全省实现“降比”目标作出应有贡献。

当天上午，刘星泰来到美兰区海甸街道参观全国
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示范点海甸街道海岸线驿站，
深入新安社区调研基层禁毒工作，并就抓好社戒社康
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省重点项目投资稳步增长
今年累计完成投资248亿元
非房投资大幅增长19.1%

关注端午小长假

本报海口6月25日讯（记者良
子）海南日报记者6月25日从省禁
毒办了解到，我省上下同心同德、顽
强作战，按照自贸港建设要求，以打
造全国乃至全世界最安全地区之一
的目标为有力抓手，强力推进禁毒大
会战向纵深发展。

2016年11月，海南省委省政府
高位推动、周密部署、扎实开展了声
势浩大的禁毒三年大会战。大会战

开展以来，全省毒品蔓延势头得到有
力遏制，禁毒工作被动局面得到有效
扭转，社会治安明显向好。截至
2019年底，现有吸毒人员占总人口
比下降至3.6‰，实现大会战既定目
标，全国禁毒工作考评成绩，挺进全
国优秀行列。去年9月，海口市被国
家禁毒委评为全国禁毒示范创建工
作先进城市。

同比大会战开展前，截至2019年

11 月全省刑事案件立案数下降
32.6%，侵财案件下降38.4%，其中抢
劫案件下降 60.6%，抢夺案件下降
76.2%，盗窃案件下降50.9%。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新增吸毒人数量明显下降。
2019年新发现吸毒人员同比下降
74.95%。毒品社会危害明显下降，
近两年来，全省未发生吸毒人员肇事
肇祸案事件。

同时，我省的禁毒工作得到了中
央领导的肯定，2018年12月，国家
禁毒委在我省召开全国禁毒现场会，
总结推广海南禁毒工作模式。

今年是海南自贸港建设总体方
案的开始实施之年，海南全岛建设自
贸港对做好我省禁毒工作提出了新
的更高要求，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禁毒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为高质量高标准推进自贸港建

设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省委、省政府
动员部署了新一轮禁毒三年大会战。

据悉，我省新一轮禁毒三年大
会战的目标是：到2022年，全省禁
毒工作社会化水平显著提高，禁毒
执法更加文明规范，毒品问题综合
治理能力全面提升，毒情形势持续
向好，吸毒人数占全省总人口比例
进一步下降，建立健全可持续有效
禁毒工作机制。

毒品蔓延势头得到有力遏制，社会治安明显向好——

我省强力推进禁毒大会战向纵深发展

本报海口6月25日讯（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朱玉）海南日报记者6
月25日从南方电网海南电网公司获
悉，今年前5个月，海南全省户均停
电时间已降至3.98个小时，同比下降
达39.24%，今年力争要把全省年户
均停电时间降至12.8个小时。

时间回溯到2016年，彼时海南
年户均停电时间多达43个小时，但
到去年底，全省年户均停电时间已大
幅降至15.61个小时，下降幅度高达
63.7%，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打下了坚
实的电力基础。

早在2017年，省委省政府和南
方电网公司就超前谋划，部署海南

省提升电网供电保障和抗灾能力三
年行动计划，海南电网建设按下“快
进键”。

对于电网建设，省委省政府高
度重视。在省委省政府和南方电网
公司支持下，海南电网公司迅速行
动，三年时间，海南电网完成固定资
产投资188亿元，不断刷新建设投
资新纪录。

2019年，省政府出台了《海南智
能电网建设方案》，由此，海南电网公
司在“老三年”行动计划的基础上，全
面开启省域智能电网“新三年”建设，
打造全国唯一省域智能电网示范区，
助力海南自贸港建设。

一批重点项目也相继建成投运，
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坚强的电力
保障。去年，南方主网与海南电网
二回联网工程正式投运，为海南电
力供应提供了“双保险”；今年6月
24日，文昌燃气电厂也全面投产发
电，这是我省首座大型天然气调峰
电厂，不仅可为琼北地区提供坚强
的电源支撑，其先进的一键自启停
等技术更可降低误操作概率，迅速
恢复对电网供电。

“对于企业和老百姓来说，停电
时间是他们感受一个城市电力水平
乃至营商环境的最直观指标。”海
南电网公司生产技术部总经理吕

青山说。
6月18日，海口市云龙产业园新

厂施工，海口供电局需配合开展10
千伏云村线昌德分支线迁改工作，为
减少停电时间，该局按照超常规停电
时间管控要求，提前开展迁改沟通事
宜，积极开展带电作业，优化施工方
案，将原本9个小时的停电时间减少
到1个小时。

群众也将这些变化看在眼里。
琼海市博鳌镇沙美村村民冯君说，过
去村里的电线都是架空的裸线，刮风
下雨总停电，现在全都改成入地电
缆，更加整齐美观，停电时间也少了。

“今年我们还将力争把海口、三

亚年户均停电时间降至4.98个小时
和2.5个小时，达到全国主要城市中
上游水平。”海南电网相关负责人说。

随着《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
体方案》的发布，我省各类基础设施
建设加快，特别是市政迁改停电需
求增多，加剧了停电时间指标管控
难度。

为减少客户平均停电时间，保障
电力可靠供应，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海南电网公司近日提出了16项快速
提升供电可靠性的超常规措施，并全
面梳理和跟踪政府140个重点项目
用电需求，对海南省11个重点园区
提供“一对一”服务。

保障电力可靠供应，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前5月全省户均停电时间降至3.98个小时
全省重点项目完成投资增速为3.5%

环比提高1.8个百分点

新开工项目个数、完成投资分别增长12.4%、13%

非房投资大幅增长19.1%
正增长市县达13个

1月-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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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
活动多彩 福利惠民

本报海口6月25日讯（记者邓
海宁 通讯员熊丽 钟礼元）今天是
端午小长假第一天，海口晴朗的天
气让市民游客出游的兴致高涨。海
口主要景区（点）举办了丰富多彩的
活动，全市旅游接待秩序井然。

上午，由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
电体育局主办，以“山海相依‘粽’情
海口”为主题的端午火山“送福”民
俗大典在海口火山口公园举行。晚
上，“夏日海岛音乐之夜”在假日海
滩举行，以网红乐队演奏、鼓手独
奏、本土歌手独唱为主打，椰林沙
滩、音乐、灯光，勾勒出富有海岛特
色的现代时尚场景。

当天，海口市旅文局、海口市商
务局还在火山口公园联合启动“约
海口‘惠’打卡”2020海口商旅跨界
营销系列活动，47位热门主播联
动，在火山口公园、海南热带野生动
植物园等景区开展直播，在直播间
推出景区门票优惠抢购活动。

三亚
文旅融合 特色旅游

本报三亚6月25日电（记者李
艳玫）端午小长假，三亚各个景区结
合自身特色，推出丰富多彩的旅游
产品和活动，打造新的消费热点，推
动文旅融合。

三亚水稻国家公园依托具有天
然地热温泉资源的优势，建成温泉
足浴免费体验区，并在端午节期间
放入艾草，推出洗温泉龙水的体验
活动，丰富游客的节日体验。

今年端午小长假，南山文化旅
游区南山大讲堂活动，将南山传统
文化与国学文化相融合，探索特色
研学旅游模式。当天儿童诗词朗读
评鉴会活动吸引了十余个家庭前来
参加，大家在端午节感受中华诗词
的魅力，享受朗读的乐趣。

划“龙船”
6月25日，在文昌东路镇葫芦村举

办的划“龙船”比赛上，欢笑声此起彼伏。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包粽子

“洗龙水”

6月25日，文昌东路镇葫芦村，家长带着孩子一起包粽子，通过手工劳动体验传统文化。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我国首个新冠
mRNA疫苗

获批启动临床试验

国家卫健委发布10条高考
防疫关键措施

体温低于37.3℃
才可进考点

本报海口6月25日讯（记者宋
国强 通讯员石俊）海南日报记者6
月 25日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获
悉，24日凌晨，一艘儋州籍渔船“琼
儋渔31209”在昌江昌化港正北方向
约10海里处沉没，船上5名渔民落
水。截至25日23时，已救起2人，各
救援力量仍在现场搜救其余落水人
员。

6月24日13时15分，海南省海
上搜救中心接到报告称“琼儋渔
31209”渔船于23日18时前往昌江

海尾海域，24日凌晨失联，船上有5
名渔民，请求力量搜寻。

险情发生后，省委书记刘赐贵，省
长沈晓明，副省长王路、刘平治先后作
出批示，要求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海
南省应急管理厅等全力组织力量搜救
遇险人员，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

接到渔船失联报告后，海南省海
上搜救中心立即核实险情并启动应
急预案，要求洋浦、八所海上搜救分
中心发布航行警告，协调过往商船参
与搜救。

经多方努力，25日16时30分左
右，落水36小时的2名渔民被在事发
海 域 附 近 的 1 艘 渔 船“ 琼 儋 渔
00555”救起，2名渔民生命体征稳
定，无生命危险，目前已经送医。

“目前，所有搜救力量仍在事发
海域全力开展搜救工作。”海南省海
上搜救中心相关负责人说，搜救中心
调整了搜救方案，协调现场搜救力量
以救起2名渔民位置为中心、5海里
为半径的区域内集中搜寻其他的3
名渔民。

一儋州籍渔船沉没2人获救3人正在搜寻中，刘赐贵沈晓明作批示

全力组织力量搜救遇险人员

6月25日，市民游客在三亚市三亚湾海边“洗龙水”。 特约记者 陈文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