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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快递企业出招应对“双11”
物流高峰

我省落实防范中小学生溺水工作责任

精细管理 全链担责

“夜派”不耽误 收货不延迟
■ 本报记者 邱江华
“这么晚还麻烦你送快递，
真是辛
苦你了。”11 月 16 日晚 9 时过半，在海
口市美兰区广物滨海国际小区，
海南德
邦快递小哥何其畅熟练地引导客户完
成包裹签收后，
来不及回应客户的关心
便一路小跑回到电动车上，扭动车把
手，
赶往下个目的地继续派发快件。
何其畅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为应
对今年“双 11”物流大考，德邦快递首
次推出“夜派”模式。
“11 月初至今，经
常配送到晚上 9 点、10 点，最晚的一
次都接近凌晨了。”
何其畅说。
“‘夜派’模式，指的是提前与客

儋州开出首张
垃圾分类执法罚单
本报那大 11 月 17 日电 （记者刘
袭 特约记者李珂）11 月 17 日，
儋州市
开出首张垃圾分类执法罚单，
该市那大
镇中兴农贸市场因生活垃圾分类投放
管理不到位，
被责令整改后仍整改不到
位，
中兴农贸市场管理所被儋州市综合
行政执法支队顶格处罚5000元。
10月1日起，
儋州在原试点区域基
础上全面实施生活垃圾分类，
垃圾分类
投放区域扩大到全市范围，
中兴农贸市
场管理所是该市处罚的第一家单位。
11 月 9 日，儋州市综合行政执法
支队到中兴农贸市场检查督促垃圾分
类投放时，发现市场内的垃圾桶没有
分类标识，残疾人专用厕所没有安放
分类垃圾桶，楼梯口也没有安放分类
垃圾桶。该支队对中兴农贸市场管理
所下达了《行政执法责令（限期）改正
通知书》，责令其 11 月 12 日前整改完
毕。11 月 13 日该支队再次对中兴农
贸市场进行检查时，发现其没有全部
整改到位，依据《海南省生活垃圾管理
条例》第五十二条，依法对中兴农贸市
场处罚 5000 元。
10月1日以来，
儋州市综合行政执
法支队共检查农贸市场、住宅小区、医
院、
学校等 14 家，
督查规范分类投放生
活垃圾，
对发现问题的单位，
送达6份调
查（检查）通知书、
9份整改通知书。

户约好时间，即使到了晚上，也可以
给客户派送货物。”海南德邦快递公
共负责人岑转标表示，德邦快递派送
的货物很多是大件，平时到晚上 8 时
就基本结束派送，但“双 11”期间为更
好地服务客户，德邦快递在货物到达
网点时就逐个联系客户，了解客户何
时方便收货。
“ 若是客户有需求，我们
就进行
‘夜派’。
”
“‘夜派’场景主要是小区、商住
楼和写字楼。有的上班族白天不在
家，有的加班族晚上还在单位，夜间
收货更符合他们的需求。”岑转标介
绍，
“ 夜派”模式既降低了仓库压力，
也提高了派送时效。

与此同时，位于高新区的德邦快
稍做歇息。他负责的区域是龙华区
递（海口转运中心）也是一派忙碌，大
海秀中路与龙华路，
“ 今日派送了近
量的包裹被放上半自动化的分拣流水
300 件快递。”
符杨说。
线，经过分拣员扫描、标记后，运输至
“平时我们早上 8 点上班，一般下
不同地区的暂存点。
“转运中心共有员
午五六点就能完成当天的派件任务，
工 314 人，
实行 24 小时不停工模式，
一 ‘双 11’期间早上 6 点左右就开始忙
般装卸工、分拣员、叉车司机等岗位员
碌了，到晚上 10 点都不一定送得完。”
工‘双十一’期间工作时长达 12 小时，
符杨坦言，白天基本停歇不了，是有
确保包裹及时转运。
”
岑转标说。
些应付不暇，但并未耽误送件。
“ 我们
应对“双十一”物流大考的不仅
争取用最短的时间将包裹准确送
有德邦快递，海南其他快递企业也不
达。客户舒心，
我们也放心。”
甘示弱。
“顺丰快递件数从 11 月 12 日开
16 日晚 10 时，在龙华区华海路
始增长，截至 16 日晚上 7 点派件量已
申通快递营业厅，快递小哥符杨刚刚
达 24 万票，对比平日增幅 107%，同
派送完最后一车快递，回到网点准备
比去年‘双 11’增幅 74%。”海南顺丰

速运有限公司公共事务部经理梁启
丽介绍。
“对此，
海南顺丰也做足了准备。
”
梁启丽说，
前期通过招聘快递员、引进
小时工等方式，在现有的 2305 名收派
员的基础上增加高峰支援 578 人。同
时，海南顺丰还在分拨中心增加了全
自动分拣设备，实现了货物全流程无
人自动化落地，大幅提升作业效率。
此外，为有效提升快、慢件派送效率，
海南顺丰还安排错峰集货及中转运
送，保证场地合理运用和产品派送达
成率。
“ 目前快递配送有序，基本能保
障快递第一时间送达。
”
梁启丽说。
（本报海口 11 月 17 日讯）

海口超声医学远程诊断系统启用，
上海专家可为基层医疗机构会诊

家门口看病 千里外“传声”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在我省乡镇或社区，很缺超声医
生，患者进行 B 超或彩超检查往往需
要去大医院排长队，碰到疑难杂症可
能还要出岛奔波。为解决这个问题，
海口市在海口骨科与糖尿病医院（以
下简称海口骨糖医院）建起了超声医
学远程诊断系统平台，通过平台可对
接上海市超声医学研究所（上海六院
超声科）与海口基层医疗机构，破题
基层医院缺少超声诊断医生的现状。
“小王，你从甲状腺上极往下扫，
再往下扫……”11 月 17 日上午 10 时

许，海口骨糖医院超声影像医生王丹
丹正在为一位患者做颈部超声影像检
查，使用的就是刚建起来的超声医学
远程诊断系统，上海第六人民医院超
声医学专家胡兵等 4 位上海超声影像
专家随着王丹丹的操作，一起同步观
看患者的动态超声影像、观察病灶，
并
实时指导王丹丹操作，同时在结束后
出具上海六院的超声检查报告。
在海口骨糖医院超声检查室，墙
上的两台屏幕分别显示上海超声远
程会诊中心和海口超声诊室的情
况。据介绍，超声远程诊断系统平台
可为远隔两地的双方提供多个即时

画面，如患者的即时超声检查影像、
操作医生的手势等，远在上海的专家
都能实时看到并即时提供指导。
“王医生操作准确，
图像看得很清
晰，患者病灶呈现为甲状腺多发性结
节，为良性病变。”当天通过超声远程
“看病”
的是一位 68 岁的糖尿病患者，
上海的 4 位专家根据看到的患者超声
影像，
当即做出了一致的判断。
通过这种远程诊断方式，海口骨
糖医院在前一天还为海口琼山区甲
子镇中心医院和海口海港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分别进行了两例远程超声
诊断，使它们成了海口首批实现 B 超

（彩超）远程会诊的基层医疗机构。
远程诊断中，超声影像即时传送
是个难题。超声医学远程诊断系统
不但解决了这个难题，还实现了低时
延（延时小于 0.3 秒），抗卡顿（影像连
续，符合心血管疾病检查需要）等特
点，将向全市基层医疗机构推广。
据介绍，只要手机下载了超声医
学远程诊断系统 APP，医生可以随时
随地用手机进入系统会诊病情，海口
的医生可为基层医疗机构提供诊断，
上海乃至全国的超声专家则能随时为
海口患者提供疑难杂症诊断服务。
（本报海口 11 月 17 日讯）

五指山市征集文旅推广优秀方案
本报五指山 11 月 17 日电 （记者
曾毓慧）11 月 16 日，
由中国报业协会、
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共同指
导，
五指山市委、市政府主办，
以
“巍巍
五指，
南海之巅——海南十大第一”
为
主题的五指山市文旅推广优秀方案征
集活动启动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据
悉，
这是五指山贯彻落实《海南自由贸
易港建设总体方案》，
依托自身生态旅

游资源，
深度挖掘民族文化魅力，
推广
民族村落特色，努力打造五指山文旅
IP 地的重要举措。
发布会上，活动组委会有关负责
人表示，五指山此次文旅推广优秀方
案征集活动以“巍巍五指，南海之巅
——海南十大第一”
为主题，
旨在进一
步挖掘和利用好五指山的文化旅游资
源价值优势，
深入推进文旅融合发展，

助力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努力打
造全世界旅游最佳目的地，实现生态
环境保护与文化经济发展双赢。
据介绍，五指山不仅旅游资源类
型众多，
自然与人文资源也同样丰富，
可开发探险漂流旅游、休闲度假、康体
养生、森林生态、民俗旅游、科普教育、
红色旅游等多种旅游产品，
使该市的旅
游可赏、可游、可玩、可住、可学、可体

验，
具有趣味性、
知识性和可参与性。
此次征集活动，相关领域专家将
通过实地考察、线上评审、视频评审以
及现场评审等流程，公平公正地选出
好的作品、好方案。中国报业协会有
关负责人表示，该协会将提供媒体融
合、文化创意、整合传播、智库等方面
的资源支撑，进一步促进提升五指山
市文化旅游品牌的知名度、
美誉度。

专题

本报讯 （记者陈蔚林 实习生王梦洋）日前，
省政府办公厅印发通知，进一步落实防范中小学
生溺水工作责任，明确将防溺水成效列入对市县
政府履行教育工作职责、年度安全考核督导评估
内容。事故中未正常履行监护责任的家长及监护
人，将被依法依规进行追责。
通知明确，我省将严格按照“属地管理、分级
负责”的要求，压紧压实市县政府主体管理责任、
部门监管责任、学校安全教育主体责任和家庭监
护责任，把防溺水作为当前一项重要任务落细落
实落到位。
根据通知，我省将建立省级防溺水联动机制，
每年至少专题研究一次防溺水工作；各市县将建
立市县防溺水联动机制，每年至少专题研究两次
防溺水工作，同时建立起“市县、乡镇、村委会、家
长”
和
“教育局、学校、班主任、家长”
的双线防溺水
责任制，加大投入、统筹力量，加强对各类水域的
管控，
提高人防、物防、技防保障能力。
通知强调，各地各校要认真做好防溺水安全
教育、宣传、管理工作，同时合理规划和支持学校
及游泳池建设，持续推进学生游泳教育，开设游
泳和安全培训课程，教会学生游泳和自救、互救
技能。
通知还对教育、宣传、政法、旅文、卫健等防溺
水机制成员单位履行的行业监管责任，以及各中
小学承担的安全教育责任作出了明确。

琼州海峡
“上演”
火车轮渡海上应急救助
本报海口 11 月 17 日讯 （记者郭萃 通讯员
曹锐 吴有芬）11 月 17 日上午，2020 年琼州海峡
粤海火车轮渡海上应急救助综合演练（以下简称
演练）在海口市秀英港举行。演练将探索建设与
海南自贸港相适应的海上应急管理体系。
演练模拟琼州海峡船舶定线制水域 3#警戒区
发生险情，
南下火车轮渡
“海桥 1 号”
轮与东行货船
“鲲鹏”
轮发生碰撞，
造成火车轮渡船体破损进水，
有
倾覆危险，
海口海上搜救分中心和相关单位联合开
展海上应急救助。演练主要包括火车轮渡受伤人员
救助、
火车客列大规模旅客逃生、
火车轮渡大规模人
员转移、
海上落水人员搜救、
船舶应急消防等共5个
科目，
共出动火车轮渡、
海事巡逻船、
专业救助船、
拖
轮、
游艇等各类船舶15艘，
救护车1辆，
模拟转移遇
险人员130余人，
参与演练人员近300余人。
海口海事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演练是多
个涉海部门联合开展的一次大型海上行动，也是
针对粤海铁火车轮渡开展的海上综合性演练。通
过演练，海口海事局、海口市应急管理局、海口海
上搜救分中心等单位将共同探索建设与海南自由
贸易港相适应的海上应急管理体系。
值班主任：丁静 主编：刘笑非 美编：张昕

打造世界级卓越航空品牌 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赋能
海南航空第十次蝉联“SKYTRAX五星航空公司”
荣誉

释放航线网络优势
推动旅游经济复苏
为激发国内旅游市场消费潜能，
增加海南岛进出旅客量，海南航空释
放航线网络资源优势和热门旅游地
通达性优势，完善航线网络布局的同
时优化市场产品，推动国内旅游经济
快速复苏。
今年 7 月，海南航空开通北京⇌
博鳌直飞航线，并与博鳌乐城国际医
疗旅游先行区内医院合作，联合打造
“康养航线”及航线机票附加产品，促
■■■■■

海 南 航 空 第 十 次 蝉 联﹃ SKYTRAX
五星航空
公司﹄荣誉 。

北京时间 11 月 12 日，航空业内
权威评估机构、全球航空公司与机场
服务领先调研机构 SKYTRAX，揭晓
了 2020 年 SKYTRAX 世 界 航 空 大
奖。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海南航空）以优质的产品及服
务，连续十年蝉联“SKYTRAX 五星
航空公司”荣誉，并保持“SKYTRAX
全球航空公司 TOP10”
排名第七。
海南航空作为海航集团旗下航
空板块的龙头企业，一直秉承“东方
待客之道”，从满足旅客深层次需求
出发，超越旅客期望，创造全新的飞
行体验，矢志不渝地夯实安全基础、
提升服务水平，打造了享誉全球的世
界卓越航空品牌。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海南航
空在旅客出行的各环节积极部署了
疫情防控相关工作要求，确保旅客和
机组的安全，持续更新旅行提示信息
的同时，有序开展防护物资运输、包
机向全球运送医疗队等工作；市场经
营方面，海南航空发力“客改货”航班
运输，为全球抗疫贡献海航力量；与
此 同 时 ，海 南 航 空 坚 持 优 化 现 有 产
品、推出新的服务，不断以五星航空
的高标准实现服务及产品提升。
随着《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
方案》发布，建设海南自贸港成为国
家重大战略，也是海南省的新使命，
加快推进自贸港建设是海南今年的
首要任务。作为海南沃土哺育出来
的本土企业，全面助力海南自贸港建
设，海南航空责无旁贷。

海南航空第十次蝉联“SKYTRAX 五星航
空公司”
荣誉。

海航“海南自由贸易港号”主题涂装飞机。
（摄影：
褚文铭）
进地方经济和健康医疗产业发展；10
月底，海南航空又新增开通深圳⇌博
鳌、成都⇌博鳌直飞航线，进一步为
自贸港建设吸引客流。据统计，冬航
季海南航空已恢复国内航线 500 余
条，平均每周执行航班量近 5000 班；
其中海南进出港航线达到 130 余条，
平均每周执行航班量 1400 余班。据
了解，海南航空预计将在海南地区投
入各类运力 60 余架，航班量达到每周
1600 余班，并计划再增加海南至重
庆、成都、上海、杭州等西南、华东地
区航线 20 余条，进一步拓宽海南地区
网络广度与厚度，届时将实现年度入
境游客量达到 1000 余万人次的发展
目标，打通“空中大动脉”，为海南自
贸港建设提供航路
“加速度”。
此外，海南航空充分发挥航空产
业资源整合优势，持续强化产品突破
创新，先后推出“魅力自贸港”及“随
心飞”系列市场产品，积极助力航空
旅游经济市场稳步复苏。
“ 魅力自贸
港”产品涉及机票、旅游、酒店、免税、
复工复学等内容，涵盖航线广泛，优
惠幅度升级；
“随心飞”产品则紧抓市
场需求，结合系列利好政策，以超值
定价为旅客提供乘机权益，在国内航

空市场“随心飞”产品领域具有突破
性，在市场上收获了良好反响。

不断创新空地产品
打造美好出行体验
自成立以来，海南航空始终致力
于通过产品创新，不断提升旅客的服
务体验。2020 年，为抓住海南自贸港
建设的历史机遇，
围绕《海南自由贸易
港建设总体方案》中“智慧海南”建设
的相关要求，今年 6 月，海航集团与腾
讯及多尼卡围绕实现
“智慧航空+自贸
港”
达成战略合作，
全面提升海航航空
服务智慧化水平，以实际行动助力海
南自贸港产业创新发展。7 月 30 日，
海南航空完成了首架客舱局域网航班
试运行，为旅客在空中提供近五万条
视频资源、
200 张音乐专辑及海南自贸
港等目的地推介，
标志着海南航空
“智
慧海南”
在航空服务业领域的实现。
餐食方面，
海南航空始终坚持创新
研发，
将海南特色饮食文化融入空中美
食，
打造空中
“自贸港风味”
。据悉，
海
南航空今年已在部分国内航班经济舱
特别推出椰子饭、
清补凉、
海南鸡饭、
斋
菜煲饭等
“海南味道”
，
打造出别具海岛

风情的美食盛宴；
同时还将萝卜糕、薏
粑等海岛风味呈现在多地贵宾室餐食
中，
再次升级旅客出行体验。

勇担绿色环保重任
彰显企业责任担当
海南航空坚持把生态文明、低碳
经济建设作为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战略，致力于从地面到空中整
个服务链输入绿色出行理念，自 2008
年开展节能减排以来，海南航空已累
计节油 55.21 万吨，降低二氧化碳排
放约 173.92 万吨。在海南省禁塑令
发布以来，海南航空立即响应，全面
调研行业领先环保经验，在海南省生
态 环 境 厅 领 导、专 家 的 指 导 及 帮 助
下，提前完成机上、地面共计近 20 项
替换产品的替换方案；同时，今年 9 月
29 日起，海南航空率先在海南出港的
国内航班上全面替换禁塑名录范围
内的产品，预计每年将投入逾 400 万
元，每年减塑约 156 吨，提前于法规要
求 63 天，成为全国首家执行海南禁塑
法规的航空公司，以实际行动践行低
碳节约的绿色生活理念，全面助力国
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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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勇担绿色环保重任的同时，海
南航空还为受疫情影响导致运输与销
售面临较大压力的海南荔枝等农产品
加强航空货运运力配置，扩大运力规
模，并以“直播带货”形式实力带销当
季荔枝鲜果。今年 5 月起，
海南航空在
海南陆续投放 40 余架次宽体机运输
海南荔枝，单趟货量可达 20 余吨，打
通海南特色农产品航空物流通道，助
力海南农业复工复产，
推进脱贫攻坚。
创业 27 年来，海南航空作为改革
开放浪潮中成长起来的海南本土企
业，始终积极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各
项路线方针政策，在海南省委、省政
府的领导和支持下，在海南省海航集
团联合工作组的工作部署和指导下，
始终不忘初心，深耕海南，不断加强
自身建设，积极投入到海南自贸港的
经济发展建设中。在新的历史机遇
中，海航人将继续发挥“敢闯敢试、敢
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以五
星服务品质及严格的防疫措施保障
旅客出行，以海航“店小二”服务精神
实践“真情服务”理念，用实际行动投
身海南自贸港建设，促进海南省改革
开放与经济发展，成为连接世界与海
南的东方之窗。 （撰文/邵良 陈凝）

海南航空国内经济舱海南风味餐食：海南
鸡饭、海南粉。

海南航空海南地区出港航班部分全生物可
完全降解材料机供品。
（摄影：
刘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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