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气火灾 471起
生活用火不慎 450起

发生
火灾原因

交通工具火灾 188起
（电动自行车火灾51起）

直接财产损失
1010.4万元

海南共发生火灾 1990起
直接财产损失2043.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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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洋浦经济
开发区，电力工作人员
在对园区电网进行升
级改造。目前洋浦园
区建设步伐加快，用电
需求量大，洋浦电力部
门也努力升级改造电
力设施，以满足园区建
设需要。

本报记者 陈元才
特约记者 郝少波 图/文

洋浦：
升级电网
保障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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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团结一家亲

本报五指山8月9日电（记者刘
操 通讯员黄冬青）日前，海南省民族
宗教事务委员会、五指山市民族事务
局在五指山市举办2020年海南省黎
族苗族民歌民舞培训班。

省民宗委相关负责人表示，繁荣
发展少数民族文艺事业，可以更好地
传承和保护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对加强民族团结进步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都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举办此次培
训班的目的，是进一步推动黎族苗族
歌舞进校园，更好地传承和保护少数
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海南自贸港建
设谱写文艺篇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
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服务。

省民宗委相关负责人介绍，省委省
政府高度重视我省少数民族文艺事业
发展，我省少数民族文艺创作空前活
跃，民族音乐有《久久不见久久见》《美
不过黎家三月三》《我们苗村多么美》等
等，民族舞蹈有《舂米舞》《古陶吟》《黎
家织女》《苗鼓传情》等等，特别是黎族
歌舞诗《达达瑟》、舞剧《黄道婆》、舞蹈
诗《黎族故事》、歌舞诗《黎族家园》等剧
目先后参加历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
演，均荣获最高奖，有力地宣传和展示
了海南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此次培训班的培训内容为专题课
和技能课两部分，专题课主题为“坚定
文化自信 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技能课包括民歌（黎族苗族传
统民歌、新编民歌演唱技法；乐理、视
唱练耳；合唱与指挥；表演课），民舞
（舞蹈文化理论。舞蹈基本常识、海南
黎族苗族民俗文化、舞蹈作品赏析等；

舞蹈实践。黎族民间舞蹈组合、苗族
民间舞蹈组合、广场舞组合、校园舞蹈
编创技法）。

培训期间，主办、承办单位创新培
训形式，将培训活动与当地群众展示
互动相结合，学员们白天在教室培训
学习，晚上在五指山市南圣河边向群
众展示表演当天所学到的黎族苗族民
歌民舞内容，吸引了不少市民观看与
参与互动。培训结束后，学员们在授
课老师的指导下，将所学内容编排创
作了《舞动南圣河 放歌五指山》的结
业汇报演出，演出内容有黎族苗族传
统民歌展示，也有黎族民间舞蹈组合
表演、苗族民间舞蹈组合表演等，进一
步达到传承发展与宣传弘扬少数民族
文化的目的。

这次培训班由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民族学院、海南省少数民族艺术培训
中心承办，共有来自全省18个市县、1

所院校的50多名学员参加，参训学员
有中小学教师、在校大学生和黎族苗

族民歌民舞爱好者，还有从事民歌民
舞的文艺骨干等。

我省举办培训班弘扬和展示少数民族优秀文化

培养文艺人才 传承黎歌苗舞

深化文明大行动 创建海南文明岛

我省启动“天使的心”先心病救助项目

救治先天性心脏病贫困患儿
本报海口8月9日讯（记者马珂）8月9日上

午，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和首彩爱心基金正式
签约，启动“天使的心跳”先心病救助项目，对海南省
儿童医院救治的先天性心脏病贫困患儿进行救助。

先天性心脏病是所有先天性疾病中最严重的
一种，我国约有200万患儿等待手术治疗，每年还
以约12万名新生患儿递增。按照目前的医疗技
术水平，90%以上的患儿是完全可以通过手术得
到治疗，像正常孩子一样生活。但是，有一半以上
患儿因其家境贫困得不到及时治疗，这给患儿带
来终身的影响，也给社会带来了很大负担。很多
贫困家庭先心病孩子长期忍受着病痛折磨，随时
面临死亡的威胁，急需进行手术治疗。目前，虽然
有基本医疗保险，但仍然有很多孩子因家庭贫困
无法接受手术救治。因此，首彩基金联手海南省
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对先心病贫困患儿进行救助。

我省将清理整顿
无线电频率台站

本报讯（记者邵长春）为维护我省空中电波
秩序，进一步净化海南自由贸易港电磁环境，营造
良好营商环境，省工信厅近日下发通知，将对全省
没有依法登记或没有完善登记手续的无线电频率
台（站）进行清理整顿。

此次清理整顿范围包括在我省设置使用的无
线电固定台（站）、陆地移动电台、30MHz以下无
线电台（站）、卫星地球站固定站、以及卫星移动业
务终端地球站包括卫星移动通信系统车载终端、
固定终端、便携式终端和手持机、微波站、雷达站、
短波电台、广播电台。此次清理整顿不含公众移
动通信基站。

通知要求，各有关用频设台单位要在9月底
前对本单位的无线电台（站）设置使用情况进行全
面自查清理，已领取电台执照的无线电台（站），设
台单位认真核对各项技术参数，如有变更的，须向
省工信厅申请办理变更手续。

已领取频率使用许可证、未领取电台执照的
无线电台（站），设台单位须向省工信厅申请补办
设台审批手续；未领取频率使用许可证的，须申请
办理频率使用许可与设台手续；已领取电台执照
且执照过期的无线电台（站），设台单位要申请办
理续用手续；不再使用的无线电台（站），要申请办
理注销手续。

省工信厅将从10月起对各有关设台单位进
行执法检查，对检查中发现未按本通知要求设置
使用无线电台（站）的单位，将依据有关法律法规
严肃执法查处，并将检查结果通报相关部门。

本报讯（记者王玉洁 实习生余
力铭）第十三届海南省青少年“科普
小先生”演讲比赛近日在海口落下帷
幕。全省86名中小学生围绕“垃圾
分类 从我做起”这一主题进行演讲，
阐述他们对垃圾分类的理解，呼吁同
学家长参与到垃圾分类中来，共同保
护环境。

本次演讲比赛分为小学组、初中

组和高中组，每个组别分别设置一、
二、三等奖。经过激烈角逐，来自三
亚市第七小学的高雅、琼海市实验小
学的王麒铭、三亚市第九小学的张
妍、三亚市吉阳区南新小学的张浩睿
分别夺得小学组一等奖；来自海南华
侨中学的周子奕、文昌中学的黄子
芸、海南中学的张渲宁、三亚第一中
学的郑伊、海南农垦中学的王小妮分

别夺得初中组一等奖；来自东方八所
中学的黄子叶、海南中学的李东桓、
西南大学三亚中学的郑燕叶、文昌中
学的林雨涵、琼海嘉积第二中学的黄
渲棋分别获得高中组一等奖；董一等
14名教师获优秀指导教师奖。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入围一等奖
的作品还通过南海网参加了网络人
气投票，其中张研、郑伊、郑燕叶等3

名选手获本届大赛“人气之星”奖。
据了解，按照我省生活垃圾分类

实施方案的目标，从今年10月1日
起，海口、三亚、儋州、三沙等四市全
面施行生活垃圾分类，其他市县今年
内要开展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点建设，
到2022年全省全面推行生活垃圾分
类，“垃圾分类”已成为海南人民必须
面对的环保课题。

该比赛旨在引导中小学生掌握
垃圾分类知识，提高垃圾分类意识，
并鼓励他们争当垃圾分类的宣传者、
先行者、实践者，树立健康绿色生活
理念，加入到营造清洁、优美、舒适人
居环境的队伍中来，共同营造垃圾分
类的社会氛围。

比赛由省科协、省教育厅主办，
海南日报有限责任公司承办。

我省青少年科普小先生演讲比赛聚焦垃圾分类

争当垃圾分类小能手 树立绿色健康新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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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 8月 9日讯 （记者良
子 通讯员钟坚）8月9日，记者从海南
省消防救援总队了解到，今年上半
年，海南共发生火灾1990起，直接财
产损失 2043.7 万元，与去年同期相
比，分别上升了133%和48.3%。

据分析，从发生火灾的原因上看，
电气火灾和生活用火不慎引起火灾较

多，电气原因471起，生活用火不慎
450起，分别占火灾总数的23.7%和
22.6%。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全省高
温天气，公众要注意安全用电、用火。
家庭、办公场所的空调、冰箱等大功率
电器以及生产加工企业大型设备高温
条件下不要长时间、高负荷运转。要
定期对家庭、单位等场所的电气线路

进行检查，及时消除电器线路过载、老
化等火灾风险隐患。

此外，交通工具火灾损失较大，特
别是电动自行车火灾有所反弹，需要
引起公众的关注。上半年共发生交通
工具火灾188起（电动自行车火灾51
起，占27%），直接财产损失1010.4万
元。相比其他火灾，电动自行车火灾

发展速度迅猛、致死致伤率非常高，省
消防救援总队提示公众要从正规渠道
购买选用合格的电动自行车，定期进
行维护保养，不在室内充电、不飞线充
电，同时要将电动自行车从楼道、楼梯
口、安全出口等区域清理至相对安全
的室外集中存放点。

另了解，今年上半年，海南省消

防救援总队结合疫情防控工作的要
求，扎实推进冬春火灾防控工作，部
署开展畅通“生命通道”、消防安全专
项整治三年行动等专项整治，共检查
单位 5328 家，督改火灾隐患 3079
处，临时查封21家，责令“三停”14
家，拘留3人，有效遏制亡人火灾事
故的发生。

今年上半年我省火灾起数同比上升133%
电气和生活用火不慎为两大主因

东方9举措深入推进
河湖“清四乱”常态化规范化

本报讯（记者张文君）海南日报记者日前从
东方市河长办获悉，日前东方印发《东方市深入推
进河湖“清四乱”常态化规范化工作方案》（以下简
称“《方案》”），采取深入自查自纠、落实属地管理
责任制、加强信息化智能化建设、加强部门联动、
加大考核奖惩力度等9大举措，深入推进河湖“清
四乱”常态化规范化工作，持续改善河湖面貌，推
进河长制“有名”更“有实”。

近段时间高温天气、日照充足，东方罗带河出
现了不少水葫芦。东方市八所镇政府在日常巡查
中，发现了这一情况，自8月1日起组织20多名专
业人员，投入3台挖掘机清理罗带河内的水葫
芦。目前，已清理了1万多平方米的河面。

连日来，针对发现的河道污染问题，东方各乡
镇和华侨经济区有关人员对辖区内河湖内的淤
泥、生活垃圾以及河岸边的塑料袋、杂草等进行大
清理，做到不留空白、不留死角。

东方市河长办技术顾问冯明祥介绍，东方市
各乡镇及市有关单位深入开展自查自纠，将昌化
江、罗带河、北黎河、感恩河、通天河、南港河等河
湖作为自查自纠的重点。采用实地核查、日常巡
查和群众举报等多种方法，全面排查河湖“四乱”
问题，并及时解决。

同时，东方加强部门协调联动，各主要部门及
乡镇联合巡查，发现河湖“四乱”问题联合执法，做
到常态化规范化管理。近日，市公安局、综合行政
执法局等部门工作人员在昌化江玉雄村河段巡查
过程中，依法查扣2辆盗采河砂的农用车，抓获多
名违法人员。市水务局、综合行政执法局、生态环
境局等部门及八所镇政府工作人员在通天河老鸥
水库取缔4处非法养鸭点。

海口举办高校毕业生
就业专场招聘会
百余名高校生与企业达成初步就业意向

本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高鑫）8月7日，
海口市2020年高校毕业生就业专场招聘会暨海
南热带海洋学院海口生源未就业毕业生就业见面
会在海口市人力资源市场举办。110家企业进场
招才纳贤，提供近1700个就业岗位。

据悉，本次招聘会求职者入场800余人次，共
收到简历1273份，其中124位高校生完成实名登
记，236位高校生与企业达成初步就业意向，56位
高校生参与一对一就业指导活动、100位高校生体
验精准招聘平台以及发放各类宣传资料近500份。

当天，海南热带海洋学院与海口市人力资源
开发局进行了现场签约，建立会员单位关系，为学
院高校毕业生提供长效的就业服务。同时，海南
热带海洋学院还与海南椰岛食品饮料有限公司等
3家就业见习基地和海南汇才智力咨询管理有限
公司等4家民营企业达成校企合作，为高校毕业
生提供多元化的就业路径。

8月8日，定安县仙坡村，90岁的阿婆在打扫卫生。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打扫卫生
人人参与

8月8日，定安县雷鸣镇上，垃圾桶内外堆满垃圾。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垃圾成堆
影响市容

图为学员在学习舞蹈。 通讯员 黄冬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