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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习霁鸿

7月3日下午，在定安县富文镇大
坡村，夕阳斜照进石头房子里，快满
11岁的苏庆鹏正坐在床头专心致志
地削新飞机模型的机翼，因为患自闭
症，他的话格外少。

光线突然被挡住，一个高大的人
影出现在门口，苏庆鹏瞧了一眼，当即
丢下手里的东西，从床上弹起来：“苗
叔叔，快看！”他举着那架木头飞机模
型，蹦着跳着跑到人影跟前。

“苗叔叔”叫苗博，省人民医院派
驻大坡村第一书记、乡村振兴工作队
队长。6月1日那天，苗博走访村里的
贫困儿童时第一次见到了小庆鹏，“那
时，庆鹏的床上、地上、桌上，摆的全是
各种各样纸制的、木制的、竹制的飞机
模型，我一问，竟然全是这个从未坐过
飞机、甚至从未见过真飞机的孩子自
己动手做的，太惊讶了”。

小庆鹏把新模型伸到苗博眼前，
期待着苗叔叔的评价。这是6月5日
苗博带着他去海口美兰机场看真飞机
后，他照着样子动手做的。

苗博跨进门，抬手抹了一把汗，他
的皮肤被晒得黑黝黝的，脸上却笑嘻
嘻的：“这么快就做出新模型了？连轮
子都做出来了？”前些天收到了小庆鹏
的短信，短短的“苗叔叔我想你了”几

个字，让忙碌的苗博刚把腿从农田里
拔出来就马不停蹄地赶到了庆鹏家。

听到苗博的夸赞，小庆鹏有些害羞，
一扭身，又坐回床上摆弄起手工刀和模
型，脸上的盈盈笑意却真切地透了出来。

由于父亲车祸身亡，母亲改嫁，爷
爷过世，全家只剩下高龄的奶奶和庆
鹏相依为命，奶奶干农活没有多少收
入，家里渐渐成了贫困户。庆鹏第一
次看到飞机，是在海口姑姑家里的电
视上，从此便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够成
为一名飞行员。7岁那年，凭着记忆
和从路边捡来的废纸箱，小庆鹏动手
做了自己的第一个飞机模型，自那以
后，便一发不可收拾。他把桌子放在
床头，每天放学了就坐在桌边做模型，
如今，桌子上已经摆满了一桌子模型，
虽然材质朴素，却个个有模有样。

庆鹏和奶奶相依为命的情况让苗
博心疼，“我大女儿和他一般大，我在
村里忙工作，也常常看不到她。看到
庆鹏，我就想到了自己的孩子”。同
时，小庆鹏的动手能力也让苗博惊诧，
深感“这恰好是可以帮助孩子立足社
会的一技之长，不能浪费”。

于是，打那之后，苗博便常常来看
小庆鹏，有时带来一些爱心人士捐赠
的飞机、火箭等模型，有时带来一些做
模型的材料。两颗心越来越近，曾因
自闭而被称作“星星的孩子”的小庆鹏
渐渐开朗了起来。

“下回我要做轰炸机了，你知道轰
炸机不？”小庆鹏抬起头，望向苗博，眼

里有星星一样的光亮。“知道啊！我看
过好多军事节目呢。”苗博回应。

“你小心点儿，别削到手！”看到庆
鹏快速削着磨边的木头，苗博忍不住又
叨叨起来，“用砂纸打磨更好，不容易伤

到自己。”苗博随手搬了把椅子，坐到了
庆鹏身边，“我下回过来给你带一些”。

苗博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考虑到
小庆鹏的特殊情况，除了计划派出心
理医生进行心理干预外，省人民医院

还准备发起爱心募捐，希望能找到一
位爱心设计师，在现住房的基础上，为
庆鹏设计、改造一套充满航空元素的

“梦想号”房子，“让他乘着梦想起飞”。
（本报定城7月4日电）

驻村干部为“星星的孩子”守护“航空梦”
新闻故事

7月3日

我省无新增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本报海口7月4日讯（记者马珂）省卫健委
发布：7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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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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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病例6例，出院病例165例。确诊病例
中，海口市39例、三亚市57例、儋州市15例、文
昌市3例、琼海市 6例、万宁市 13例、东方市 3
例、澄迈县9例、临高县6例、昌江县7例、陵水县
4例、定安县3例、保亭县3例、乐东县2例、琼中
县1例。

截至7月3日24时，追踪到密切接触者7057
人，已解除医学观察6996人，尚有61人正在接受
集中医学观察。

截至7月3日24时，海南省报告新型冠状病
毒无症状感染者38例，其中解除隔离35例，尚在
医学观察3例［分别为刚果（金）、英国、俄罗斯输
入］。38例无症状感染者中，海口市9例、三亚市
22例、东方市2例、陵水县1例、万宁市1例、琼海
市1例、乐东县1例、定安县1例；28例为境内，10
例为境外输入［输入国为英国6例、荷兰1例、西
班牙1例、刚果（金）1例、俄罗斯1例］。

本报海口7月4日讯（记者郭萃
特约记者刘伟）为推进学前教育工作
城乡统筹发展、均衡发展，同步推进
城乡学前教育“两个比例”提升工作，
3日上午，海口市龙华区提升农村学
前教育“两个比例”签约仪式在龙桥
育德幼儿园举行，该区首批6家农村
（城中村）民办幼儿园转为公办，提供
1620个公办幼儿园学位。

签约现场，海口市龙华区龙桥
育德幼儿园、海口市遵谭镇祥云幼
儿园、海口市海宝幼儿园有限公司
等3家位于乡镇农村的民办幼儿园
和海口市丽晶幼儿园有限公司、海

口市龙华区金星幼儿园、海南海师
大友谊幼儿园等3家位于城中村的
民办幼儿园代表，与龙华区教育局
签订了《民办幼儿园转型协议》，这
一批率先转型的 6家乡镇农村（城
中村）民办幼儿园，能够为幼儿们
提供 1620 个公办幼儿园学位。其
中，3 家农村地区幼儿园解决公办

学位 720 个，3 家城中村幼儿园解
决学位900个。

这些民办幼儿园转型后，将由现
有的各镇乡镇中心幼儿园（公办）或周
边其他公办幼儿园作为分园接管办
学。从今年秋季学期起，按照公办园
的管理标准，严格实行“四个统一”（统
一生均拨款标准、统一收费标准、统一

师生配比标准、统一薪酬体系标准）。
据介绍，此次龙华区农村幼儿园

民转公后，收费将有所降低。以龙桥
育德幼儿园为例，在转型前保教费为
每生2200元/学期，转型后与本镇中
心幼儿园收费标准持平，今年9月份开
始，该园保教费将下调至每生900元/
学期，相当于每生每学期减少1300

元，让家长切切实实地感受到实惠。
龙华区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

龙华区将从加大公办园建设、优化扶
持政策、推进公办幼儿园改革和提升
民办园办学水平等四个方面发力，让
乡镇农村地区和城中村的适龄儿童也
能更多地享受到更加优质的公办幼儿
教育。

海口龙华区6家民办幼儿园转公办
可提供1620个公办幼儿园学位

7月3日，在定安县富文镇大坡村，驻村第一书记苗博到苏庆鹏家里陪他制作飞机模型。（本图刊登
得到苏庆鹏监护人的许可）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本报保城7月4日电 （记者良
子 通讯员李海英 黎家锋）今年高考
在即，为切实保障考点周边消防安
全，确保高考顺利进行，7月3日下
午，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组织县消防
救援大队、公安局、教育局、应急管理

局、卫健委等部门深入高考考点保亭
中学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工作。

针对高考期间考点人员较为
密集，联合检查组主要对高考考
点、高考行政办公点、高考监控指
挥中心、教学楼、宿舍楼、微型消防

站值班室等进行了检查，对不同区
域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是否畅
通，疏散指示标志、应急照明是否
配备齐全、完好，灭火器、涉考场所
内外消防设施以及消防安全管理
制度，防火巡查制度是否落实，用

火、用电管理是否符合要求等情况
进行详细检查和测试。

校方负责人表示，在高考期间将
把安全作为“头等大事”，严抓死守，
做到24小时值班巡逻，确保高考期
间的消防安全。

万宁供电局：

为高考用电设备
精准“把脉”

本报讯（记者袁宇 通讯员陈子
玮 陈超）海南日报记者日前从万宁
供电局获悉，随着高考临近，高考保
电工作已全面展开，万宁供电局对
存放高考资料的保密局、万宁中学
和北师大附属中学两个考点开展多
轮用电检查，为高考用电设备精准

“把脉”，保障高考安全稳定用电。
“开关温度，正常”“备用发电

机状况良好”“线路正常”……在用
电检查中，万宁供电局工作人员针
对性地对设备、线路及备用电等进
行检查，并根据前一轮检查中发现
的开关过热、自备发电机损坏、线
路过载等问题整改落实情况进行
跟踪，确保隐患问题整改到位，为
高考提供安全可靠的电力供应。

今年高考，万宁市两个考点都
新增加了空调，一定程度上增加了
用电负荷。万宁供电局在结合往
年高考保电经验的基础上，根据今
年用电负荷变化，对涉及高考保供
电的3个重要变电站、4条重要输
电线路以及5条重要配电线路制定
保供电期间运行方案和应急预案。

万宁供电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高考保供电工作已全面展开，
正在进一步明确高考保供电工作安
排计划表中保电场所供电电源、自
备应急电源、值守人员等情况，并安
排技术人员对保电重要场所进一步
调试应急电源，做好突发事件应急
处置准备工作，确保高考电力无忧。

本报三亚7月4日电 （记者梁
君穷 通讯员刘昌 陆羿锜)7月4日，
由南方电网海南三亚供电局（以下简
称：三亚供电局）部署的应急发电车
缓缓驶进三亚市各高考考点。“车辆
往配电箱方向再倒一点，不要堵住学
生进出的通道。”供电保障人员吴焕
儒此时正在指挥应急发电车就位。

根据高考保供电方案，该局组织人员
对高考考点的三亚市一中、海南中学
三亚学校（三亚市实验中学）开展应
急演练、大负荷测试，确保高考期间
用电安全稳定。

据了解，今年高考于7月7日至
10日举行，从6月1日起，三亚供电
局已对涉及高考考场区域、考生集中

住宿点供电设备开展了全面“拉网
式”安全大检查，并督办保供电客户
落实安全责任制，组织编制保供电客
户“一户一册”及用户事故处置预案，
进行联合演练并对校园广播的不间
断电源开展测试，指导校方做好保供
电期间的用电安全管理工作。

截至目前，三亚供电局已对所属

6个变电站、14条输电线路和8条配
网线路进行特巡、热成像测温及树障
清理工作。针对近期强对流天气，该
局主动加强与市三防办和气象部门
的沟通联系，加强对保供电设备相关
防风防汛情况进行检查，确保电网设
备始终处于安全稳定的运行状态。

高考期间，三亚供电局将不安排

计划停电和临时停电检修工作，合理
安排全市电网运行方式，安排应急发
电车和保供电人员进驻考点值守并
接受医学核酸检测。与此同时，组建
高考电力应急抢修队伍，于场外24
小时待命，确保设备故障发生后，能
在短时间内恢复供电，确保高考考场
供电万无一失。

三亚供电局为高考供电保驾护航

电力应急抢修队24小时待命

关注高考

保亭多部门联合检查考点消防安全

洋浦：加速打造区域
国际集装箱枢纽港
◀上接A01版

精心服务推动建设千亿级产业
今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部分投资项目工期

被延误。洋浦出台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目标30项
超常规举措，千方百计把延误时间抢回来、损失
补回来、工期夺回来，保持经济社会发展稳中向
好的态势。

“今年投资高峰期在下半年。深化工程建设
项目审批制度改革，扩大‘容缺+承诺’审批模式
的应用范围，进一步简化项目审批环节和手续，缩
短项目审批周期，推动所有投资项目进度往前抢
1个月。”洋浦经济发展局局长张勇军说，确保今
年固定资产完成年度投资计划，争取工业增加值
与去年持平。

洋浦有关部门近期走访逸盛石化等重点工业
企业，帮助企业解决难题，确保逸盛石化50万吨
PET三期、汉地阳光150万吨特种油、恒丰粮油二
期、杭萧钢构等项目按期投产，增加洋浦经济发展
后劲。

油气千亿级产业是洋浦的核心产业，洋浦继
续做大做大油气产业，朝着世界级油气产业基地
进军。逸盛石化50万吨PET三期总投资约8.3
亿元，其中第8套PET生产装置6月12日投产，
第7套PET生产装置预计7月中旬投产。7月2
日，海南日报记者在100万吨乙烯及炼油改扩建
工程项目工地看到，正在进行地面基础施工，
5000亩施工现场一马平川。洋浦乙烯办高级雇
员张庆毅介绍，100万吨乙烯及炼油改扩建工程
项目是我省和中国石化重点工程项目，概算投资
为281亿元，建成投产后，将直接拉动超过1000
亿元的下游产业，对于海南自贸港建设具有十分
重要的战略意义。

洋浦培育壮大高新技术产业，推动人工智能、
物联网、大数据、数字贸易等技术创新与产业应
用，智能装备等项目不断被引入。今年4月初开
工兴建的中大检测海南AI研究院和智能传感器
及终端生产基地项目，由中大（海南）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总投资5亿元兴建。项目负责人陈小林
说，将建设智能研究院研发和检验检测、监测技术
服务等配套工程，开展建设工程、市政、交通、铁路
等领域工程检验检测服务，搭建智能监测大数据
云平台。7月4日，海南日报记者在工地看到，土
地平整施工已完成。

调整产业规划精选投资项目
对于一家产业园区来说，招商就是生命线、希

望线。
5月8日，洋浦国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开业。

这是洋浦大胆改革招商体制机制，创新招商载体，
引进一批招商精英，成立的一家专业投资咨询公
司，期待这家公司成为市场化的弄潮儿，闯出一条
运用市场规则、遵循市场规律、体现市场价值的招
商引资之路。

洋浦根据海南自贸港政策调整产业发展规
划，招商时按照产业发展规划精选重点项目。6
月13日，5个项目正式签约落地洋浦，涉及航空
装备制造、智慧物流、融资租赁、石油贸易等产
业。中物云链（海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是光荣出
行（深圳）科技有限公司在洋浦设立的企业，将在
洋浦建设海南国际智慧物流中心项目，计划一期
投资5.9亿元，用地150亩，主要用于建设仓库生
产辅助及办公生活区域；二期投资5.5亿元，用地
150亩，主要用于建设智慧供应链中心。项目建
成投产后，预计年营收约30亿元，协同效应过百
亿元，年缴纳税收约2.7亿元，提供1300个就业岗
位。该公司负责人蔡斌说：“正在规划设计，很快
动工，6个月建成。”

改革招商体制机制，洋浦招商引资不断加快
速度，今年7月13日，将开工建设10个项目，总投
资29.14亿元，其中今年计划投资9.47亿元。钢
结构装配式建筑是现代建筑业的一个新型产业，
符合海南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战略发展要
求。看到建设海南自贸港背景下洋浦未来辉煌的
发展前景，海南华金钢构有限公司今年持续加大
在洋浦的投资力度，今年4月18日，华金钢构二期
项目动工，总投资2.3亿元，用地100亩，项目建成
后，年产6万吨钢构件，实现年产值3亿元，年均缴
税3000万元。今年7月13日，华金钢构三期项目
将动工，总投资2亿元，其中今年计划投资1.2亿
元，用地100亩。 （本报洋浦7月4日电）

7月4日，海口供电局提前安排部署，启动一级保供电方案，全力做好考试期间海口各高考考点和考试指挥中心的电力保障工作。图为
南方电网海南海口供电局龙华供电所工作人员来到海南华侨中学进行第三轮复查。 本报记者 李天平 通讯员 杨永光 图/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