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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促进文明用餐，营造健康、文
明的饮食文化，今年4月，中共海南
省委宣传部、海南省文明办等六部
门联合向社会发起了海南“公筷公
勺”设计征集大赛活动。截止 7月
底，大赛组委会共收到来自 14 个

省、市（区）的参赛作品 119 件。大
赛评委会评委根据安全、实用、精美
的设计原则，以及体现海南特色、民
族文化创作灵感、具有创新工艺应
用和自主知识产权的要求，对 119
件作品进行了评审，评选出（特等奖

空缺）一等奖4件、二等奖5件、三等
奖10件、入围奖9件共28件拟获奖
作品。为保证大赛的公平、公开、公
正，现将拟获奖作品名单向社会公
示，接受群众监督。

公示时间：2020年 9月 15日至

19日。
监督电话：65371533、65363711

（传真）
电子邮箱：hnswmb@163.com。
附：海南“公筷公勺”设计征集大

赛拟获奖作品名单。（网页：http：//

www.hiwenming.com/video/海南
“公筷公勺”设计征集大赛获奖作品名
单.pdf）

海南省文明办
2020年9月15日

海南“公筷公勺”设计征集大赛拟获奖作品名单公示

■ 本报记者 马珂

近日，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全
科医学科副护士长辛晓艳获“全国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 海南省受表彰先进个
人”荣誉称号。在北京参加全国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后，她表示要更加
严格要求自己，向表彰大会上的榜样看
齐，更好地服务每一位患者。

2020年新春来临之际，新冠肺炎
疫情在湖北武汉暴发，并向全国蔓
延。1月26日（大年初二），接到自愿
支援湖北抗疫的通知时，辛晓艳没有
片刻犹豫，立即报名，“我是四川人，汶
川地震时，全国各地都来支援我的家

乡。当时我意识到，是自己担起一名
医务人员和党员的职责，帮助湖北人
民的时候了。”

得知此事后，辛晓艳的家人们都
支持她的决定，包括4岁多的女儿。

“妈妈，你平时教我要勇敢，所以这回
你也要勇敢！”女儿的一番话，为辛晓
艳鼓足了勇气。

1月27日，作为海南省首批支援
湖北医疗队护理组负责人，辛晓艳踏
上了远赴湖北的逆行征程。来到荆州
市中医医院后，隔离病区护理工作的
艰辛程度远超众人想象，为保障护理
人员安全，她先是对每一位护理人员
严格开展培训考核，待进入隔离病区

后，她又身先士卒，耐心地指导护理人
员进行各项操作。

隔离病区内，除了常规的医疗护理
工作外，护理人员还要负责病房清洁、
消毒、垃圾及标本的运送等等，原本六
个小时的班，常常要忙到七八个小时。
为了能让大家早些脱下防护服，喝上一
口温热的开水，辛晓艳总是抢着做每一
件事，并积极协调各方力量和资源解决
当下的问题，救治更多病人。

比如，“战友”物资匮乏，辛晓艳申
请全数捐出“战袍”——

彼时，疫情肆虐，新增隔离病区的
防护用品供不应求。得知荆州市中医
医院没有洗手衣，只能用睡衣代替的
情况后，辛晓艳主动与海南医学院第
一附属医院带队院领导联系，在征得
同意后，把出征时该院为援鄂医疗队
队员准备的168套洗手衣全部捐赠给

荆州市中医医院。
与此同时，辛晓艳想方设法节省

防护物资，减少暴露风险——
援鄂医疗队的防护物资也并不宽

裕。在这样的情况下，辛晓艳带领护
理团队积极开动脑筋，充分发挥创造
力，通过各种办法尽量减少职业暴露
风险：医用防护口罩不足，他们就在防
尘口罩外，再加戴一个医用外科口罩；
防护服缝线接口处缝隙过大，他们就
用透明胶布贴住缝隙；没有长筒鞋套，
他们就用一次性塑料袋包裹双脚；通
过无数次尝试，他们还找到了在护目
镜内壁涂抹洗手液的最佳时机，使护
目镜少起雾……

在同事眼中，遇到困难，辛晓艳总
是第一个迎上去——

有一次，一位有糖尿病史的65岁
老年患者血管脆而细，再加上护理人

员身着防护服，又戴着手套，使得给该
患者进行静脉穿刺操作难上加难。“今
天谁来给我打针？”到了输液时间，老
人问道。“今天我来给您打。”辛晓艳主
动站出来，并且一次就穿刺成功。见
状，老人开心地说：“你们都是海南来
的吧，非常感谢你们，辛苦了！”

不止如此，为进一步解决穿防护
服后的穿刺难题，辛晓艳还带领着护
理团队率先在静脉穿刺过程中使用外
周血管显像仪，并对护理人员进行相
关培训，大幅提高了穿刺成功率，减轻
了患者的痛苦。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抗疫阻击战
中，辛晓艳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一
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助力实现
全体护理人员零感染，平安凯旋，出色
完成了新冠肺炎患者的救治工作。

（本报海口9月14日讯）

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全科医学科副护士长辛晓艳：

抢着做每件事 忙着帮更多人
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先进个人先进集体事迹

本报海口9月14日讯（记者傅
人意 通讯员陈颖）近期，海南多个
市县启动消费扶贫月活动。截至9
月14日，我省本月共举办消费扶贫
集市18场，实现销售总额206.53万
元，使9098户次贫困户获益，为全
社会参与消费扶贫营造良好氛围。
这是海南日报记者9月14日从省供
销社获悉的。

9月11日，2020年海口市消费
扶贫月活动启动仪式暨“爱心扶贫大
集市”开市活动举行，现场共设展位
30个，展销扶贫产品141种。据统
计，现场销售额14.2万元，惠及建档
立卡贫困户837户次。

东阁香米、黑山羊、盐焗鸡……9
月11日，文昌市2020年“消费扶贫
月”扶贫集市进社区系列活动的第二

场活动启动。活动共展销30多种扶
贫产品，产品种类丰富，形式多样，当
天销售额3万余元。

9月12日，三亚市“消费扶贫月”
暨爱心扶贫大集市活动在该市明珠
广场举行。活动共设46个展位，有
136户贫困户和8家带贫企业来到现
场，销售全市20个贫困村的扶贫产
品。据统计，活动销售产品60余种，

销售额41万元，惠及贫困户653户，
有效促进贫困户增收。

9月12日，“全国消费扶贫月”爱
心扶贫大集市五指山专场活动在该
市举行，据统计，现场销售额共计
11.5032万元。

省供销社相关负责人表示，在
今年的消费扶贫月，除了开展扶贫
集市进社区活动外，我省还将加大

“扶贫 832”销售平台集中采购力
度，稳步有序推进消费扶贫专柜建
设，挂牌设立一系列海南消费扶贫
地方馆，动员本市县区爱心企业线
下建设或线上开设消费扶贫专馆，
组织开展全省定点扶贫单位深入定
点帮扶村集中消费扶贫活动、“消费
扶贫月·海南在行动”线上线下系列
专题带货等活动。

我省多市县开展消费扶贫月活动

18场集市销售超200万元

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
关注职教扶贫

本报海口9月14日讯 （记者

陈蔚林）9 月 14日晚上播出的第
198期海南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
是《开学第一课——知识改变命运》
特别节目的下集，主要讲述教育扶
贫中职业教育、农民再教育给贫困
群众带来的积极影响。

本期节目中，海南省脱贫致富
电视夜校工作推进小组办公室主
任、海南广播电视大学党委书记孔
令德说，海南把打好教育扶贫攻坚
战作为脱贫攻坚战役的一项重要内
容，不断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强化政
策宣传，对贫困学生的资助实现了
从学前教育到大学教育全覆盖，确
保所有贫困学生在课堂上“一个都
不能少”，通过学习知识、增长才干，
改变命运。

他表示，高考作为公平的人才
选拔考试，对于农村孩子来说是走
出农村、走进美好新生活的好途径，
但家庭贫困且文化基础薄弱的孩
子，就需要依靠职业教育，一边学文
化一边学技能，毕业后快速增加家
庭收入、摆脱贫困。当前，国家和省
里均为中职学生提供了很多优惠政
策，希望广大贫困群众重视教育，用
知识创造财富，用知识改变命运。

他还介绍，除了给贫困学生提
供职业教育，我省职业院校还通过
开办“村官班”、开展各种技能课程
专业培训以及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
现在正在展开的“共奔小康，送课下
乡促就业”等技能培训课，培养了一
大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

“新型职业农民”，孵化了一批创业
致富典型。

观众还可以登录海南网络广播
电视台，下载“视听海南”手机客户
端收看本期节目。

我省发布公筷公勺服务规范
对材质外形数量等作出规范

本报海口9月14日讯（记者罗霞 通讯员张
欣）海南日报记者9月14日从省市场监管局获
悉，该局近日指导省酒店与餐饮行业协会、省质量
技术监督标准与信息所、省标准化协会起草发布
了《公筷公勺服务规范》（以下简称《规范》）团体标
准，推动公筷公勺使用标准化、规范化。《规范》将
于9月20日开始实施。

使用公筷公勺分餐，既可以促成文明用餐的
良好氛围，又能为打包剩饭菜、进一步节约粮食
提供便利。自去年年底以来，省市场监管局联合
省卫健委、省文明办在全省开展“公筷行动”，引
导人们在合餐时使用公筷公勺取餐。此次发布
的《规范》适用于各类餐饮服务单位、集体聚餐
使用公筷公勺服务要求，除规定了公筷公勺在配
置、使用、消毒卫生、宣传推广、管理、推广考核
等方面的要求外，还为公筷公勺的不同配备形式
设计了相应图示，提供了公筷公勺参考提示牌卡
和宣传标语。

《规范》提出，在配置要求方面，公筷、公勺材
质应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要求，款式或颜色、大
小明显不同于自用筷、自用勺。在符合安全要求
下，有条件的单位宜于公筷粗端印（烫）醒目的“公
筷”标识字样，宜于勺柄处印（烫）醒目的“公勺”标
识字样。

大型或高档以上餐饮服务单位，应为每道菜
品摆放一公筷（或一公勺），同时还应实行“双筷双
勺”（即为每位用餐者同时配备一副公用筷勺和一
副自用筷勺）。其他餐饮服务单位，应为每道菜品
摆放一公筷（或一公勺），也可根据就餐人数摆放
相应数量的公筷公勺。火锅店、烧烤店或须在餐
桌上熟制菜品的餐饮单位，还应提供与自用筷、普
通公筷相区分的生料专用公筷。自助餐厅或由用
餐者自行取食的餐厅，应为每道菜品摆放一公筷
（或一公勺）。用餐者有需求时，应为其提供公筷
公勺。

餐饮服务单位应引导用餐者在使用公筷公勺
时做到举止文明，每次使用公筷公勺后应放回原
处，并做到轻拿轻放。在每张餐桌上摆放文明用
餐、倡导使用公筷公勺的提示牌卡。在就餐醒目
处张贴提倡使用公筷公勺的宣传标语或宣传图，
有条件的可利用电视、电子屏等循环播放进行宣
传。用餐前，服务人员应主动宣传和引导顾客使
用公筷公勺，介绍公筷公勺的摆放位置和使用方
法。用餐过程应随时提示使用公筷公勺。加强行
业自律，应将公筷公勺使用情况列入餐饮服务单
位评比标准中。

国家油茶科学中心
热带试验站在琼海挂牌

本报讯（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王明宣）近日，
国家油茶科学中心热带试验站在位于琼海市的国
营上埇林场挂牌成立，标志着琼海油茶产业发展
进入科技支撑、创新引领的快车道。

据悉，琼海市是我省油茶的原生分布区和
重点发展市县，拥有目前我省最大的油茶种植
加工基地。目前琼海油茶种植面积突破2.4万
亩，年加工茶油288吨，产值达3.6亿元。国家
油茶科学中心热带试验站挂牌成立后，琼海将
以此为平台，加速油茶产业对外交流合作，针对
琼海油茶企业、行业协会、农户开展多层次的技
术培训；积极引进国家、省级项目，在油茶产业
品种选育、绿色栽培、加工、产品开发、营销等
环节与科研机构共同开展项目攻关，继续在海
南油茶产业关键技术领域寻求突破，把油茶产
业打造成为服务琼海“三地两区一中心”的支撑
产业。

此外，为促进琼海油茶产业健康发展，琼海市
热作服务中心、琼海市油茶协会还联手国家油茶
专家于近日制定油茶加工标准，为相关企业提供
技术培训与指导。

琼海市油茶协会会长陈学武说，建立琼海风
味山柚油地方标准，对于发挥地方优势，宣传地方
品牌产品，实施标准化的引导具有重要意义。

《三亚市餐厨垃圾管理规定》
10月1日起施行

本报三亚9月14日电（记者周月光 通讯员
黄学文）三亚市人大专门立法，出台《三亚市餐厨
垃圾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对行政管理体
制、相关主体义务等进行严格界定，制订相应罚
则。据了解，这是我省首部关于餐厨垃圾管理的
地方性法规，将于今年10月1日起施行。

《规定》针对餐厨垃圾产生者和收运、处置服
务企业分别规定不同义务。对于餐厨垃圾产生者
的义务，从使用专用收集容器、每日按时分类交
付、将餐厨垃圾交由收运服务企业收运等方面予
以明确；对于餐厨垃圾收运服务企业的义务，从每
日按时分类收运、保持收运车辆密闭完好整洁、将
餐厨垃圾交由处置服务企业处置等方面作出规
定；对于餐厨垃圾处置服务企业的义务，从按照规
定分类接收和处置餐厨垃圾、按照规定处理废液
废气废渣、定期对处置设施的性能进行检测评价
等方面提出要求。

《规定》还要求，对餐厨垃圾产生、收运、处置
实行台账和联单管理。餐厨垃圾产生者和收运、
处置服务企业应当在台账中如实记录餐厨垃圾的
种类、数量、去向、用途等情况，定期向环境卫生主
管部门报告。

三亚市人大常委会有关负责人表示，《三亚市
餐厨垃圾管理规定》的公布施行，是三亚市积极落
实《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海南）实施方案》的重大
举措，将为三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标杆提
供法治支撑和生态保障。

本报海口9月14日讯（记者邵
长春 特约记者王旭朝）海南日报记
者9月14日从省国资委获悉，根据
省委、省政府的工作部署要求，中央
驻琼企业近年来积极参加抓党建促
脱贫攻坚工作，已帮助我省上万贫困

人口实现脱贫。
据悉，共有19家驻琼央企承担

扶贫任务，帮扶19个贫困村，涵盖建
档立卡贫困户共2496户、10957人，
截至2019年底已全部实现脱贫。经
考核，海南核电有限公司、海南电网

有限公司被评为“好”的等次。
近年来，央企日益成为海南自贸

港建设的重要力量，截至2020年6
月，省国资委党委属地化管理的中央
驻琼企业一级党委（总支、支部）共
50个，基层党组织有1285个，党员

共1.52万名，在岗职工超4万人。
省国资委积极统筹抓好驻琼央

企党建工作，每年举办入党积极分子
和发展对象的培训班，做到驻琼企业
内的党员发展对象实现集中培训全
覆盖。

驻琼央企抓党建促脱贫 助1万余人“摘帽”

走向我们的

近日，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本号镇小妹村农村淘宝店中，工作人员正在整理特色农产品，准备通过物流发往各地。
据悉，这些农村淘宝店是本号镇电商扶贫项目“镇级服务中心+村级电商帮手信息员”模式中的重要一环。该模式由镇级

服务中心统筹村级网点，带动贫困村农产品上行，现已形成一套完整的电商扶贫助农服务体系。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电商下村
土货上行

海口
展销扶贫产品141种，现场销售额14.2万元

文昌
展销扶贫产品30多种，现场销售额3万余元

三亚
展销扶贫产品60余种，现场销售额41万元

五指山
现场销售额约11万元

截至9月14日
我省本月共举办消费扶贫集市18场

实现销售总额206.53万元
使9098户次贫困户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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