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8日上午，2021（第三届）
海口国际新能源暨智能网联汽车展
览会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
届车展将持续至11日，总展览面积
约6万平方米，共展出新能源及智
能网联车辆近300台，其中新能源
车162台。参展企业基本涵盖国内
外知名新能源及智能网联汽车生产
制造商。

此次展出的车辆品牌中既包括
丰田、本田、大众、奥迪、梅赛德斯-
奔驰、宝马等国际品牌，还包括红
旗、东风风神、长安、北汽等自主品
牌，同时还有特斯拉、蔚来、高合
HiPhi、云度、小鹏、理想等新能源
汽车品牌参展。值得一提的是，展
会现场，一汽红旗E111、一汽奔腾
NAT全球首次亮相，特斯拉Mod-
el Y海口首秀。

图为观众在欣赏车展上展示的
新车。

文/本报记者 郭萃
图/本报记者 李天平

海口新能源暨
智能网联车展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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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月8日讯（记者马
珂）1月 8日，省疾控中心发布提
示：2020年 12月 15日（含）以来
有河北省石家庄市和邢台市旅居
史，目前尚未按照要求开展核酸
检测的在琼人员，请务必于1月9
日 18时前到就近的核酸检测机
构（见附件）免费检测，并按照当
地疫情防控指挥部的要求，主动
配合社区、村落实管控措施，做好
自我健康监测。

注意事项：
有以下情况的不得使用自助核酸检测服务，请咨

询该院秀英院区门诊咨询台，听从医务人员指引

1. 发热(体温37.3℃及以上)或有呼吸道症状

2. 境外来琼人员

3.从中高风险地区来琼人员

4.有其他流行病学史(包括高风险国家人员接触

史、疫区发热或有呼吸道症状患者接触史、确诊病例/

疑似病例/无症状感染者接触史、聚集性发病史)人员

5.急诊患者

本报海口1月 8日讯（记者马
珂）省疾控中心提醒，当前境外疫
情严重，个人出境旅行感染风险
高。根据我省防控政策，入境人
员严格实行“14+7+7”健康管理
措施，即 14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后，对符合解除隔离条件的人员

继续实施7天居家健康观察，期满
自费进行1次核酸检测；健康观察
期满核酸检测阴性者，继续实施7
天日常健康监测，期满再自费进
行 1次核酸检测。因此建议个人
充分权衡出行时机和必要性，避免
非必要的跨境旅行。

提倡市民群众在省内过年，尽
量减少前往境内中高风险地区所在
省市出行活动。如确有特殊原因前
往中高风险地区的人员，要在出行
前向所在社区（村委会）登记、向所
在单位报备，返回后第一时间主动
报告，并做好自我14天健康监测。

我国境内各地新冠疫情风险等级可
在国务院网站专栏、手机应用程序

“国务院客户端”或微信小程序等
实时查询。

旅行归来，继续做好个人健
康监测，应自我观察 14 天，一旦
出现身体不适，及时就医并主动

告知医生自己的旅行史。做好个
人防护，养成“戴口罩、勤洗手、勤
通风、少聚集、一米线、用公筷”等
良好个人卫生习惯。假期期间尽
量减少不必要人群聚集活动，个
人家庭聚集最好能够控制在10人
以下。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通讯员 罗颖

“今天的课程，让我对《中国共产
党章程》有了更深的认识，不仅感受
到了作为一名党员的荣光，也觉得自
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1月8日，琼
海市设市、镇（区）两级会场举行琼海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
暨专题读书班活动（以下简称读书班
活动）开班仪式，来自琼海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副局长梁启峰说。

开班仪式上，琼海市邀请了省委
党校专家，围绕《中国共产党章程》作

本次读书班活动第一课专题辅导，讲
解了《中国共产党章程》的重要性，并
就重要内容进行了梳理，指出其精髓
要义，为党员干部提供学习方法。现
场170多名党员干部认真聆听并做
好笔记。

而在塔洋镇分会场，专家讲课
的内容，也通过大屏幕向基层党组织
传递。该镇宣传委员路遥坐在大屏
幕前，聆听专家的讲课。路遥说，自
己作为一名基层党员干部，在深化学
习中不断汲取力量，努力把干好工作
和提升自身素质统一起来，保持与时

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状态，为建设
海南自由贸易港贡献力量。

据悉，该读书班活动将持续开展
一周，旨在组织党员干部通过一段时
间的集中学习，进一步巩固深化“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推
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走深走实，为该市各级
各部门开好2020年度民主生活会打
牢思想理论基础。

在具体的学习中，琼海市要求全
市各中心组学习和读书班活动要认
真落实“通读一本原著、举办一次专

题辅导、组织一次集中学习、开展一
次交流研讨、撰写一篇学习文章”的

“五个一”要求。
接下来的学习内容包括《习近平谈

治国理政》第三卷；《中共中央关于制
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等。学习对象为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成员；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
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各镇（区）
和市直单位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
组成员。

就办好这次读书班活动及开好

2020年度民主生活会，琼海市委书记
何琼妹表示，抓好理论学习是巩固深化
主题教育成果的核心任务，也是开好民
主生活会的基础和前提，广大党员干部
要严格按照中央、省委和市委有关要
求，认真做好会前各项准备工作。

同时，琼海市党员干部还要立足
海南自贸港建设这个当前最大实际，
紧扣琼海市委关于今年工作和“十四
五”发展的目标任务，以学促行、知行
合一，在提高能力、改进作风、推动工
作等多方面求得实效。

（本报嘉积1月8日电）

琼海开展为期一周的理论学习读书班活动

知与行，凝聚发展新力量

省疾控中心：

提倡在省内过年 避免非必要跨境旅行

省人民医院新冠肺炎核酸检测11日起网上预约

有石家庄市和邢台市旅居史的在琼人员
可免费核酸检测

本报海口1月8日讯（记
者计思佳）1月7日，海口市
药品监督管理局就零售药店
的疫情防控工作发布通知，
督促药店严格落实主体责
任、严格落实监管职责。通
知明确，进店人员一律要求
佩戴口罩，购买退烧、止咳类
药品一律实名登记，严格落
实“扫码购药”制度。

通知要求，药店要严格
落实主体责任。要对员工身
体状况排查到位，凡是体温不
正常的人员不得上岗。防护
措施要到位，从业人员营业时
间必须佩戴口罩，规范着装，
每日早晚测量体温，店内每日
要对门把手、柜台、地面等群
众密切接触部位进行消毒不
少于3次，并做好消毒记录。

防控宣传要到位，药店必须在
入口处张贴省、市相关防控
文件和“温馨提示”，利用显
示屏、喇叭、广播等工具，在
营业场所循环播放疫情防控
知识及相关要求。进店人员
一律要求佩戴口罩，购买退
烧、止咳类药品一律实名登
记，严格落实“扫码购药”制
度。

在海口药店购买退烧
止咳类药品一律实名登记

全省史志工作机构主任会议暨
省史志学会年会召开

推动全省史志工作转型
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本报海口1月8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王
凌云 实习生王梦洋）1月8日，全省史志工作机
构主任会议暨省史志学会年会在海口召开。会
议总结我省前一阶段史志工作，研究部署2021
年乃至“十四五”期间的工作任务。

海南日报记者从会上获悉，2020年，我省史
志工作者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统领，准确把握新时代史志工作的根本
指针，在著史修志、服务大局、明确史志事业发
展总体布局、加强制度建设和队伍建设等方面取
得了喜人成果、实现了全面进步。

2021年是建党100周年、“十四五”开局之
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启
之年，也是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加快建设
自由贸易港关键之年。会议要求，全省史志工
作者一要突出政治引领，牢牢把握史志事业改
革发展的正确方向；二要加强研究阐释，以扎
实、系统、权威的编研工作带动和促进整个史
志工作的繁荣发展；三要突出即时存史，夯实
史志研究的史料基础；四要创新史志宣教，强
化史志研究的成果转化；五要着眼建党百年，
展现史志部门服务中心大局的担当作为。同
时，还要通过积极拓展领域、加强顶层设计、强
化队伍建设等方式，推动全省史志工作转型升
级，实现高质量发展，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贡献更大力量。

会议还对省史志学会工作进行了总结和部
署。

本报海口1月8
日讯（记者马珂）1月
8日，记者从海南省
人民医院获悉，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为了方便患者，减少
院内聚集，实现快速
核酸检测，海南省人
民医院（微信小程
序）将于 2021 年 1
月 11 日(周一)上线
自助核酸检测功能，
有需要检测的患者，
无需挂号就诊，直接
通过小程序进行线
上预约。

自助核酸检测预约流程

结果查询：
微信小程序点击“核酸检

测”——“预约记录”，或“检查报
告”)查询检测结果。如需纸质报
告，可在门诊大厅自助服务机上
打印

采样点工作时间为：
周一至周六：
08:00-11:30，14:30-17:00

咨询电话
963399

微信小程序：海南省人民医院

核酸检测费：160元

采样地点：海南省人民医院秀

英院区新门诊大楼一楼大门内东侧

采样点

采样流程：
凭小程序预约信息，携带本人

身份证，在预约时间段内到达秀英

院区新门诊大楼一楼入口处→测量

体温、查验健康码→前往大门内东

侧自助机打印标本条码→前往采样

点→完成采样
制图/杨薇

◀上接A01版
美兰空港一站式维修基地建成后，将大幅提

升海南飞机维修业务规模及影响力，吸引国内外
知名航空维修及制造企业进驻，为海南临空产业
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和美兰空港一站式维修基地项目一样，一批
将激发海南自贸港发展新动能的优质项目火热推
进——

长江润发的高端仿制药及新药研发生产基地
项目将以“争当抗感染药物领域全国前三甲”为目
标，力争铸就医药产业新高地；

海南未来产业园项目致力于打造适合全球高
科技企业及现代服务业的第二总部基地，全球领
先的新型社交媒体产业集聚区、人工智能与虚拟
现实融合发展的创新培育区……

省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去年以来，省
发展改革委围绕工作重点，在项目遴选中确保了
更多投资量大、带动性强、社会关注度高的项目列
入2020年省重点项目。从项目类别上看，产业发
展类项目55个，占比52%，占据主导地位；基础设
施类项目27个，占比26%；公共服务类项目23
个，占比22%。

省重点项目结构布局的背后，是省委省政府
围绕“三区一中心”战略定位，鼓励和引导资本投
向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重点培育
壮大旅游、互联网、海洋、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等千
亿级产业，绘就一篇持续优化产业结构、推动海南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蓝图。

打造全链条服务机制

为重点项目护航

2020年12月31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
部发布《海南自由贸易港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
措施（负面清单）（2020年版）》，27条负面清单
将大力支持海南自由贸易港率先开放。

去年以来，离岛免税购物新政落地实施；企
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礼包”抵达；
原辅料“零关税”政策出台；交通工具及游艇“零
关税”政策出台；国际船舶登记制度落地；第七
航权试点开放；《进出岛航班加注保税航油改革
实施方案》出台，海南保税航油销售价格全国最
低；《海南省关于开展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
（QFLP）境内股权投资暂行办法》印发；《中华人
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草案）》面向社会
公众征求意见……

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在加速集聚和释放，开
放的大门将吸引更多投资者来海南投资兴业。

去年12月14日，通用电气与海南省人民政
府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双方计划在未来五年内
进一步加强在航空、医疗、清洁能源以及数字化
等关键领域的互利合作及伙伴关系。

通用电气中国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向伟明
表示：“我们将把握中国持续对外开放所带来
的机遇，发挥我们的行业技术专长和运营经
验，深入参与到海南省建设世界一流自贸港的
进程中。”

“去年以来，省发展改革委以政策为引领、项
目为支撑、以服务为保障，通过开展省领导带队
督导、省重点项目进展周调度、点对点服务、协
调相关省直部门加强要素保障等措施，全力推动
省重点项目建设。”省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目前省发展改革委已启动2021年省重点项
目投资计划编制相关工作。下一步，省发展改革
委将以出台《海南自贸港投资新政三年行动方
案》为契机，建立完善省市县长项目负责制，打
造全链条服务机制，确保2021年省重点项目顺
利推进，为完成2021年全省固定资产投资预期
目标提供支撑。

（本报海口1月8日讯）

重点项目马力全开
自贸港建设动能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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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县核酸检测机构联系方式
市县

海口市

三亚市

儋州市

文昌市

琼海市

万宁市

五指山市

东方市

定安县

屯昌县

澄迈县

临高县

昌江县

乐东县

陵水县

白沙县

保亭县

琼中县

洋浦

检测单位

海口市疾控中心

三亚市疾控中心

儋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文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琼海市疾病预防防控制中心

万宁市人民医院

海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东方市疾控中心

定安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屯昌县人民医院

澄迈县人民医院临床基因扩增实验室

临高县人民医院

昌江中西医结合医院

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白沙黎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洋浦经济开发区医院

地址

海口琼山区椰海大道20号

三亚解放路674号（明珠广场旁）

儋州那大镇中兴大街东段2000号

文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琼海市富海路横南21号

万宁万城镇环市三东路1号

五指山市奥雅路24号

东方市康福路

定安定城镇环城南路与太史路交界处

屯昌屯城镇新建三路36号

澄迈金江镇金马大道三横东路

临高临城镇市政大道民生路

昌江石碌镇河北二区健民路

乐东抱由镇光明路94号

陵水椰林镇北文路232号

白沙牙叉镇卫生路41号

保亭保城镇宝亭大道北侧

琼中营根镇教育路虎卫巷1号

洋浦经济开发区金洋路1号

24小时服务电话

15109827722

88273769

23880259

63220246

62934940

62239153/62217612

13876173886

25522036

63837291

13976308328

67607315

28355127

32933130

85521934

13086099633

27726381

83661262

86221820/86224222

28815604

扫码添加小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