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校招生

我省高校寄出首批
大学新生录取通知书

本报海口8月13日讯（记者陈雪怡 通讯员
陈佳佳）8月13日，100多份大学新生录取通知书
由海南大学和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寄出，发给甘肃、
广西、贵州、重庆、四川等地的考生。这是今年高
招录取工作中，海南高校寄出的首批录取通知书。

为保障我省2020年大学新生录取通知书投递
和邮寄工作平稳有序展开，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海南省邮政分公司）提前制
定预案，从7月开始走访省内各大高校，对接寄递需
求、确定寄送信息，提供设备和安排专员配合高校做
好相关工作，并对全部录取通知书邮件执行专区操
作、专袋封发，确保录取通知书寄送的安全和时限。

海南省邮政分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录取通
知书投递前，邮政投递员会提前与考生进行电话预
约，在投递时严格核实、验证考生或代收人的身份信
息，并做到当面签收。遇到特殊情况，会与考生本人
取得联系后根据考生本人要求安排转寄或再次投
递，直到考生顺利领到录取通知书。考生不仅可以
通过电话和邮政官网查询录取通知书寄递派送状
态，还可以通过关注“EMS中国邮政速递物流”官方
微信生活号，点击功能菜单中的“查件—录取通知
书”，输入考生号、准考证号、邮件号，查看录取通知
书寄递派送状态，实时掌握邮件信息。

同时，海南省邮政分公司提醒考生和家长，收
件应提前准备好身份证和准考证用于核验身份签
收邮件。高校的录取通知书均采用EMS渠道邮
寄，如遇到非邮政工作人员投递高考录取通知书
的情况，应提高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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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8月13日讯（记者王
培琳）2020海南日报报业集团金秋车
展将于9月17日至20日在海南国际
会展中心举办。

作为消费者和车商口中“我省最
能卖车的车展”，海报集团金秋车展今
年将举办第十四届。今年金秋车展亮
点纷呈，令车商和消费者充满期待。

海南日报记者8月11日从车展

组委会获悉，2020海报集团金秋车展
展出面积将近5万平方米，车展招商
工作自6月启动以来，各大品牌车商
踊跃报名参展。截至8月初，已有广
汽本田、奥迪、林肯、广汽丰田、东风标
致、一汽马自达、长安马自达、红旗、一
汽丰田、讴歌、WEY、英菲尼迪、宝马、
雷克萨斯、奔驰、沃尔沃、凯迪拉克、蔚
来、小鹏、JEEP等100多个品牌确定

参展，参展品牌和展出面积与往年基
本持平。

与往年相比，今年金秋车展亮点
颇多。许多车商推出各类新车型参
展，如红旗H9、雷克萨斯首款纯电动
SUV、宝马MINI新车型、亚洲龙运动
版、奕泽运动版、威驰改款车型、哈弗
H6第三代、长城皮卡越野炮等等。此
外，倍受市场关注的哈弗大狗、WEY

坦克300、欧拉好猫3种未上市车型
也有望亮相今年的金秋车展。

参考往年的销售数据，结合今年车
市的表现，众多车商对2020海报集团金
秋车展期间的人流量和销量报以期待。

“往年参加海报集团金秋车展销
量都不错。受疫情影响，今年金秋车
展举办时间为九月份，海南汽车消费
市场在此之前积压的潜力会在车展期

间释放，预计此次车展将成就海南今
年最后一个销售汽车高潮。”海南宝悦
MINI销售经理陈志远说。

据介绍，今年金秋车展将继续延
续“礼品多”的特点，购买门票的市民
游客可以参与抽奖活动，奖品有苹果
手机、华为手机等，价值数十万元。此
外，今年金秋车展期间，购车前50名
的消费者也有望获得奖品。

海报集团金秋车展将于9月17日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开幕

超百个汽车品牌参展掀购车热潮

■ 本报记者 王培琳 实习生 李秋萩

“海报集团金秋车展是一个非常
好的宣传展示平台，在金秋车展上推
出在售或预售的亮点车型，可助力我
们提升品牌影响力和提高市场占有
率。”日前，海南九兴汽车贸易有限公
司总经理吴琼宇说。

据了解，海南九兴汽车集团主营
长城汽车所有品牌，主要包括长城皮
卡、哈弗、WEY、欧拉4大品牌。今年
金秋车展上，第三代哈弗H6、长城炮
越野皮卡、欧拉白猫等3种车型将集
中亮相。此外，备受市场关注的哈弗
大狗、WEY坦克300、欧拉好猫3种
未上市车型的试装车等装置也有望在
今年金秋车展上展出。

第三代哈弗H6的预售价格区间

为12.2万元至14.1万元，消费者在金
秋车展期间在线上支付订金，即可享
冠军王朝礼、哈粉尊享礼、全民代言礼
3重好礼，并可享受低息贷、万元置换
补贴等优惠。

“长城汽车耗资百亿元打造了全
球化高智能模块化技术平台——柠
檬。第三代哈弗H6作为柠檬平台生
产的首款战略车型，凭借新平台的赋
能，必将在汽车界掀起智能化SUV新
浪潮，开启智能SUV全新时代。”吴琼
宇说。

近段时间，长城汽车新能源汽车
品牌欧拉因猫系命名法引发关注。第
三款新能源车型欧拉白猫率先出道，
推 出 NEDC 综 合 工 况 360km 和
401km两种续航版本。新款欧拉R1
正式更名为欧拉黑猫在成都车展上焕

新上市，同样于近期在市场上首发亮
相的“ES11”近日正式命名为欧拉好
猫。欧拉好猫的整车尺寸比“黑猫”和

“白猫”更大。欧拉“三剑客”携手进军
新能源汽车市场，令人充满期待。

WEY品牌即将在今年第四季度
推出的坦克300车型备受瞩目。该车
型融合了智能豪华汽车和硬核越野汽
车的特点，创造了全新越野品类，是一
款智能豪华越野 SUV。WEY坦克
300配备了“三把锁+坦克转弯+蠕行
模式”3大越野利器，是全新的全球化
智能专业越野生产平台——“坦克·
WEY”平台生产的首款智能豪华越野
SUV。

吴琼宇透露，为了回馈广大消费
者，九兴汽车集团旗下所有品牌将在
海报集团金秋车展期间推出最大优

惠，消费者购买相关车型最高可享综
合优惠5万元，还有保养、油品、保险、
金融分期等各类优惠推出。今年金秋

车展期间，九兴汽车集团将尽最大努
力让车友买到性价比高的汽车。

（本报海口8月13日讯）

长城汽车全品牌布局金秋车展

第三代哈弗H6将在海南首次亮相

关注2020海报集团金秋车展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被丢被弃、人人远离的垃圾竟然
还能摇身一变成宝贝？没错！

今天，欢迎大家来到位于海南老
城经济开发区的海口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厂（以下简称海口垃圾发电厂），和
海南日报记者一同探访垃圾是如何变
成电流的。

海口垃圾发电厂目前已建成两
期，每天可处理来自海口、澄迈两地的
2400吨生活垃圾。在海口垃圾发电
厂，垃圾也必须经历重重关卡，方能重
新创造价值。

先“称重”。来自海口或澄迈的垃
圾密封运输车辆驶入海口垃圾发电厂
后，自动计量汽车衡对运载垃圾称重
计量，随后垃圾经地开式自动卸料门
进入垃圾库。

再“挤压”。隔着一面玻璃墙，大
家可以看到，我们眼前的这间垃圾库
足足有5层楼高，最多可储存1.4万吨
垃圾。现在里面的垃圾已经堆到了约
四层楼高，我们与垃圾库的距离只有
两三米，却没有一个人掩鼻、皱眉。这
是因为，垃圾库一直保持负压状态，保
证了垃圾气味不会外散。

请大家注意看垃圾库墙上的5个
数字。由于垃圾储存量大，这间垃圾
库被分为5个区，不同的区对应着进
料、燃烧、备用、发酵等不同的垃圾处
理阶段。

垃圾来到这里，首先会被堆放、挤
压、发酵。经过5天至7天的发酵后，
工作人员使用抓斗将垃圾投入锅炉内
燃烧。大伙儿可别小看了这个抓斗：
它一斗就能抓取约6.5吨的垃圾，为
锅炉提供充足的燃料。

大家可能会有疑问，在日常生活
中，我们没有及时处理的垃圾会产生
难闻的液体和气体，这里的垃圾经过
发酵后，难道不会产生液体吗？如此
一来又怎样保证燃烧质量呢？其实，
这里的垃圾在发酵过程中，也会析出
渗滤液和少量的甲烷等气体。但是，
这些渗滤液会由水泵经过管道排入旁
边的颜春岭污水处理厂，经处理达标
后排放，气体则通过垃圾库上方的一
次风机进入炉膛焚烧。

发酵后的垃圾将经历“下火海”

的严苛关卡。请大家随我来到焚烧
炉前。这面玻璃墙内的柱状体就是
垃圾焚烧炉。垃圾焚烧产生的热量
由余热锅炉转化为蒸汽，汽轮机和发
电机同轴转动，大量蒸汽推动汽轮机
转起来，同轴相连的发电机也随之转
起来，从而实现热能转化为机械能、
再转化为电能。生产的电力除一小
部分自用外，其余均输入电网，最终
供给千家万户。

大家可别忘了，垃圾燃尽后还会
剩下炉渣。海口垃圾发电厂发电部
经理张为德介绍，这些“垃圾中的垃
圾”，放在别处，其实又有一番用处

——它们将在海口垃圾发电厂附近
的综合利用厂里再次“变身”，被加工
成环保砖等。

请大家随我来到中央控制室。这
块大屏幕上不间断显示实时数据，其
中的烟气数据均远低于国家排放标
准。这其中有什么奥妙呢？原来，焚
烧炉内温度达950℃以上，保证烟气
停留不少于2秒，将二恶英等有害物
质高温分解，从而实现无害化排放。
炉内的烟气会通过烟道进入反应塔。
反应塔里会喷入活性炭和石灰浆，活
性炭可以吸附重金属，石灰浆可以吸
收酸性气体。

海口垃圾发电厂将垃圾变为电，
日发电量约105万千瓦时（即度），相
当于1800户家庭一个月的用电量。
截至目前，该厂已处理垃圾约640万
吨，发电量约21.48亿千瓦时。若是
采取传统火电方式，发这么多电需要
耗费11.4万吨煤，多产生27.2万吨二
氧化碳。想象一下，几十万吨二氧化
碳排入大气中，将会产生怎样的污染？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增长，
生活垃圾逐年增加。目前海口、澄迈
每天共产生生活垃圾约4000吨。为
了缓解垃圾处理压力，经省发改委备
案，中电国际新能源海南有限公司已

启动建设海口垃圾发电厂三期项目，
按规划三期项目年处理垃圾量约65.7
万吨，年发电量约2.37亿千瓦时。该
项目预计今年底完成首台机组并网，
明年3月底全面投人运营。

感谢大家的聆听，我们今天的
“探秘”之旅就要结束了。经过这一
趟“旅程”，我们亲眼见证了垃圾“变
废为宝”的过程。同时，垃圾库中成
吨的垃圾更是触目惊心，希望大家从
自己做起，从日常做起，尽可能减少
生活垃圾投放，共同保护海南的生态
环境。

（本报海口8月13日讯）

海南日报记者带你探秘海口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看脏垃圾如何变绿电？

日“食”垃圾2400吨发电105万度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公布以来，我省干部群众以自贸港速度、精神、干劲落实超常规举措，推动
一批重点项目和示范性工程加快建设并取得阶段性成果。本报自今日起开设“探营”栏目，以记者探访揭秘的
角度，带领读者感受自贸港建设一线的新气象、新面貌。

东方2020年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启动

贫困大学新生可获
5000元助学金

本报八所8月13日电（记者张文君 通讯员陈
秀兰）近日，东方市启动2020年希望工程圆梦行动,
帮助贫困家庭子女圆大学梦。每位符合资助条件的
贫困大学新生可获得5000元助学金。

据介绍，东方今年希望工程圆梦行动资助对象
为东方户籍的参加2020年高考被全国全日制普通
高等院校录取的本科生。申请资助的大学新生父母
应为农村或城市低收入群体，家庭年收入低于当地
平均水平，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大学新生优先获得
资助。

东方贫困大学新生可以通过海南助学网申请
希望工程圆梦助学金，申请截止日期为8月30
日。有关部门将组织调查组入户调查，核实拟资
助学生的相关情况，最终确定资助名单，并一次性
发放5000元助学金。

金秋助学

编者按：

五指山出台乡镇医务工作者补贴政策

每人每月最多领1万元
本报五指山8月13日电（记者谢凯 特约记

者刘钊）海南日报记者8月13日从五指山市相关
部门了解到，该市已于本月初正式出台《五指山市
基层卫生专业技术人才乡镇工作补贴考核实施方
案（试行）》（以下简称《方案》），推出乡镇医务工作
者考核方案和具体补贴政策。在乡镇工作的医务
工作者每月最多可领1万元补贴。

《方案》提出，五指山基层卫生专业技术人才
考核采取工作实绩与基层医疗机构评价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考核向关键岗位、一线岗位、业务骨干
和贡献突出者等人员倾斜。考核内容含基本医疗
服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健康扶贫工作3个主要
方面。

在补贴方面，《方案》提出，根据乡镇医疗机构
偏远程度和个人专业技术职称，划分3个发放标
准：一类偏远地区的正高和副高专业技术职称人
员每月最高补贴金额分别为1万元和8500元，中
级专业技术职称或具有全科医生资格的人员每月
最高补贴5000元；二类较远地区正高和副高专业
技术职称人员最高补贴8000元，中级专业技术职
称或全科医生每月最高补贴4000元，最低补贴
3500元；三类城郊乡镇因距离城区较近，发放补
贴标准为最低800元、最高6000元。

人才补贴

广铁集团公开招聘
28名专业技术人才

本报海口8月13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
徐武）海南日报记者8月13日从中国铁路广州局
集团公司获悉，广铁集团未来几年将面向社会公
开招聘一批专业技术人才，其中今年将公开招聘
28人。

据了解，为适应粤湘琼三省轨道交通建设不
断提速的新形势，广铁集团未来几年将面向社会
公开招聘一批专业技术人才。其中，今年广铁集
团将公开招聘11个职位共28人，招聘对象主要
为具有一定工作经验并具有中高级职称的检测监
测工程师、工程技术主管、项目经理、监理工程师、
消防工程师等，工作地点在广州、深圳、长沙等地。

求职者可登录广东省人才市场网（https：//
www.gdrc.com）详细了解本次招聘的职位、人
数和应聘条件等。应聘报名截止日期为2020年
8月21日。

人才招聘

① 8月12日，俯瞰坐落在海南老城经济开发区的海口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厂。

② 海口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的一间垃圾库内，机械手臂正在抓取
垃圾。

③ 中电国际新能源海南有限公司技术人员在海口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厂中控平台上监控设备运行情况。

本组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营探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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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品牌的欧拉白猫新能源汽车。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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