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低气温北部、西部和中部地区可降至6～9℃
高海拔乡镇可达6℃以下
东部和南部地区9～12℃
最高气温五指山以北地区可降至13～16℃
五指山以南地区17～20℃

最低气温北部、西部和中部地区13～16℃
东部和南部地区16～19℃
最高气温北部、中部和东部地区20～23℃
西部和南部地区23～26℃

预计16日

全岛多云，北部、中部和
东部局部地区早晚有雾

预计17日～18日

受新一股较强冷空气影
响，全岛多云间阴天，五指
山以北地区有分散小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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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月15日讯（记者习
霁鸿 通讯员袁迎蕾 吴春娃）海南日
报记者1月15日从海南省气象部门
获悉，17日-18日将有新一股较强冷
空气影响海南，带来降温，高海拔乡
镇最低气温可降至6℃以下。

省教育厅：

假期保持高度警惕
服从防疫管理

本报海口1月15日讯（记者陈蔚林 实习生
王梦洋）1月15日起，我省中小学生和中职学生连
续离校，开始寒假生活。省教育厅发布温馨提示，
请广大学生对复杂严峻的疫情形势保持高度警
惕，服从疫情防控管理。

省教育厅希望，广大学生在寒假期间注意减
少人员流动和聚集，做好个人防护，加强体育锻
炼，注意劳逸结合，保持健康的假期学习生活，共
同度过一个欢乐、祥和、安宁的寒假。

2020年海口空气质量
居全国168个重点城市之首

本报海口1月15日讯（记者习霁鸿）1月15
日，生态环境部通报了2020年1月至12月全国
环境空气质量状况。海口名列全国168个重点城
市之首。

海口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工作，近
年来每月召开生态环境保护专题会议，指挥各项
污染防治工作，各区各部门通力合作，认真贯彻落
实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深入推进生态
环境六大专项整治，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六个严禁
两个推进”，狠抓落实。推进露天矿山综合整治、
强化“散乱污”企业综合整治、深化工业污染治理、
加强扬尘综合治理、严控烟花爆竹、大力淘汰老旧
车等，精准发力，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全市环境
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2020年，海口空气质量总体良好，优良率
98.6%，影响环境空气质量的六项污染物PM2.5、
PM10、O3、SO2、NO2、CO 平均浓度均有明显下
降。其中，PM2.5浓度逐年下降1微克至3微克/立
方米，是自2012年环境空气质量新标准实施以
来，PM2.5年均浓度首次达到一级标准（≤15微克/
立方米）。

临高头星村

28户困难群众
收到慰问物资

本报临城1月15日电（记者张
文君 特约记者刘彬宇）1月15日上
午，海南银保监局副局长董天平等
一行人，来到临高临城镇头星村开
展寒冬送温暖活动，走访慰问村里
28户低保户、特困户，并为他们送
去米和油等物资，确保他们能温暖
过冬。

“感谢你们给我送来这些物品，
我真的很高兴。政府很关心我，我
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不愁吃也不
愁穿的。”在特困户陈元干的家中，
当76岁的陈元干从董天平手中接
过沉甸甸的米、油等物资时，他感
激地说。

据悉，自2016年海南银保监局
对口帮扶头星村以来，海南银保监局
已连续5年，在春节前为村里送去慰
问物资。

东方开展“寒冬送温暖”

慰问困难群众
5857人

本报八所1月15日电（记者肖
开刚）“送来了棉被，再冷也不怕被子
不够盖了，大米和食用油也不用出去
买了。”连日来，东方市民政部门全面
开展“寒冬送温暖”活动，全力做好困
难群众防寒御寒工作，八所镇大坡田
村低保户杨美美就收到了慰问品，其
家属杨璧武表示，有党和政府的关心
关怀，困难群众安全过冬、温暖过冬
有保障。

截至目前，东方市民政系统走
访慰问困难群众 2432 户 5857 人，
对防寒保暖存在困难、需要救助
的困难家庭进行全面排查登记，
并及时发放御寒物资，共计发放
棉被 2118 床、棉衣 1492 件、食用
油 347 瓶、大米 127 袋、毛毯 260
床。同时，对670户2720名困难群
众实施临时救助，发放临时救助金
173万元。

针对冬季在海南流浪人员多、
流动大等问题，东方民政部门还联
系公安、城管等部门，持续开展夜
间巡街活动，加强对流浪人员的排
查救助。

截至目前，东方共出动巡查工作
人员62人次、车辆18台次，共救助
流浪困难群众22人次，发放棉被16
床、防寒衣服16套、鞋袜48双，以及
八宝粥、方便面、牛奶、矿泉水等食品
300箱（件）。

本报三亚1月15日电（记者黄
媛艳）三亚市育才生态区是冬季瓜菜
的重要产区之一，受低温天气影响，该
区域部分冬季瓜菜种植受到不同程度

的影响。
在育才生态区那受村，青瓜、豇豆

作为典型的喜温蔬菜，因低温天气，幼
苗出现些许生长异常情况。100多亩
的瓜菜种植基地里，青瓜幼苗叶片部
分出现黄白色或青枯，叶尖下垂，叶形
发生变化；豇豆幼苗有的出现叶片褪

绿、黄化现象，一些出现坏死斑。
为减少农业损失，该区联合三亚

农业部门连日来加大对农业技术人
员、种植户的业务培训，鼓励农技人
员下田以实操的方式，精准指导农民
科学做好瓜菜的防寒御冷工作，并针
对低温对农作物幼苗影响较大的共

性问题，制定“膜下微喷灌技术、叶面
及时补水、及时养根护根、叶面养分
补给、及时剪去枯叶和防病”等一整
套操作性强的防治方法，以线上课堂
的方式，精细化做好低温天气条件下
的农林植保工作，最大程度控制和减
少低温天气造成的不利影响。

本报石碌1月15日电（见习记
者刘婧姝 特约记者林朱辉 通讯员
杨耀科）“最近夜间温度低于10℃，
建议羊舍做好防风，利用好保温灯
提高羊舍内温度，还要注意消毒。”1
月14日上午，在昌江黎族自治县叉
河镇老羊地村羊舍里，县畜牧兽医

技术服务中心技术人员张琼文正在
指导养殖户韦锋明为他养殖的70余
只本地黑山羊做防寒保暖工作。

韦锋明是2016年开始发展养羊
产业的，70几只羊是他家里的全部
收入来源。“目前羊肉市场价55元每
斤，春节期间能卖到60元到70元每
斤的好价格。眼看现在到了出栏的
时节，可最近气温低，我担心我的羊
也会受冻生病，尤其是那20多只羊

崽。”韦锋明说。
据了解，为做好冬春季畜禽防

寒保暖工作，该县畜牧兽医技术服
务中心组织2个专业技术服务团队，
深入全县各乡镇进行指导，帮助畜
禽养殖户做好畜禽防寒保暖工作，
保障畜禽不受降温影响。

“目前这个羊舍建得比较牢固，
但是需要堵塞风口漏洞，防止寒风
侵袭；另外，通过保温灯人工增温，

让羊舍温度保持在25℃左右比较合
适；加强羊舍内及周边环境的消毒，
及时处理粪便污物；用电解多维泡
水让羊群饮用，减少低温天气下的
应激反应。”张琼文耐心给韦锋明讲
解畜禽防寒保暖的具体做法。

“感谢技术人员的指导，我现在
有信心了，如果防寒保暖措施到位
的话，今年也一定可以过个幸福
年。”韦锋明说。

多次交通违法未处理

海口19辆车被曝光
本报海口1月15日讯（记者邓海宁 特约记

者陈世清 通讯员林馨）1月15日，海口市公安局
交警支队曝光19辆存在多次违法记录未处理的
重点车辆，督促机动车所有人、驾驶人尽快主动前
往交警部门接受处理。

冷冷冷！又要降温了！
较强冷空气明天来袭，海南最低气温将跌至6℃以下

寒冬送温暖

农林植保

昌江指导养殖户做好畜禽防寒保暖工作

手把手教防寒 心贴心送温暖
送技下乡

17日~18日白天，北部湾海面、海南岛四周海面和西

沙、中沙群岛附近海面，风力6～7级、阵风8～9级

南沙群岛附近海面，风力5～6级、雷雨时阵风7～8级

18日夜间，上述海区风力减弱

陆地方面 海洋方面

预计
17日～18日

北部湾海面、海南岛四周海面和西沙、中沙群岛附近

海面，风力5级、阵风6～7级

南沙群岛附近海面，风力5～6级、雷雨时阵风7～8级

另外，琼州海峡早晚有雾

预计16日

三亚助力冬季瓜菜种植户抵御低温天气

下田间实操 上云端指导

本报海口1月15日讯 （记者
马珂）冬季是呼吸道传染病的高发
季节，由于天气多变，再加上海南潮
湿，细菌病毒容易滋养，易引起呼吸
道疾病流行。

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呼吸
科林秋玉副主任医师解释道：“由于
幼儿园、小学等地方人群密集，再加
上室内空气不流通，很多孩子自我防
护意识差，再加上平时不注意锻炼，
就容易引起呼吸道疾病的流行，幼儿
常见的呼吸道疾病包括急性上呼吸
道感染、水痘、流行性腮腺炎等”。

为了加强传染病的防范意识，
保障幼儿身体健康，林秋玉帮幼儿
家长总结了几种秋冬季高发传染病
和预防措施。

冬季如何预防幼儿呼吸道疾病？
流行性感冒

流行性感冒简称流感，是一种由
流感病毒引起的呼吸道传染病。儿
童感染后一般表现为高热，时常伴有
咳嗽、流涕、头痛、咽痛等症状，主要
通过打喷嚏和咳嗽等飞沫传播，经口
腔、鼻腔、眼睛等黏膜直接或间接接
触感染，也可通过被病毒污染的物品
间接传播。

预防措施:接种流感疫苗是目
前国际医学界公认防范流感的最
有效的武器。另外，锻炼身体，增
强体质，在流感季节经常开窗通
风，保持室内空气新鲜，尽量少去
人群密集的地方等等，也是预防流
感的有效措施。

流行性腮腺炎

流行性腮腺炎简称腮腺炎，
亦称“痄腮”，是一种通过飞沫传
播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冬春季
节容易发生，多发生于儿童。病
人是唯一的传染源，主要通过飞
沫传染，少数通过用具间接传染，
传染性强。一般患了腮腺炎的儿
童，大多数起病较急，有发热、畏
寒、头痛、咽痛等全身不适症状，
一侧或双侧耳下腮腺肿大、疼痛，
咀嚼时更痛。并发症有脑膜炎、
心肌炎、卵巢炎或睾丸炎等，整个
病程约7-12天。

预防措施:及时隔离患者至
消肿为止，接种腮腺炎疫苗。

急性上呼吸道感染

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是儿童最常
见的呼吸系统疾病，一般表现为发
热、打喷嚏、流涕、鼻塞、咳嗽等症状，
造成儿童感染的原因是儿童鼻腔狭
窄、粘膜柔嫩，对外界环境的适应能
力比较差。

预防措施:保持室内空气新鲜，
定时开窗换气；合理为孩子增减衣
物；注意饮食调节，合理膳食，均衡营
养，保证儿童充足营养、充足睡眠；多
带儿童进行户外活动和体育锻炼，提
高耐寒能力；按计划接种肺炎、轮状
病毒等疫苗；避免在呼吸道传染病高
发季节去人多拥挤的公共场所；勤洗
手，教会宝宝学会礼貌性咳嗽。

水痘

水痘在冬春季高发，传染性
极强，因此幼儿园、小学等儿童
集体机构易引起聚集性疫情。
是一种由水痘带状疱疹病毒所
引起的急性传染病，主要通过飞
沫经呼吸道传染，接触被病毒污
染的尘土、衣服、用具等也可能
被传染，人群普遍易感。常见于
2-10岁的儿童，一次发病可终身
获得较高的免疫力。

预防措施:接种水痘疫苗，
是 最 有 效 、最 经 济 的 预 防 措
施。流行期间小孩子不去人多
的公共场所，经常开窗通风等
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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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宁市人社局：

牵线搭桥助企招工
本报讯（记者袁宇）近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

南口味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口味王公
司）了解到，为扩大生产，该公司一次性提出了
2000人的用工需求。万宁市人社局向该市各镇
及有关单位发出请求，动员农村富余劳动力前往
口味王公司临时务工。

万宁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用工将
发动各镇、各单位进村入户动员、引导18岁至55
周岁的具备劳动能力的富余劳动力、低收入群众、
边缘户、党员、村干部积极就业。

该负责人表示，该局将跟踪全市重点企业
用工需求，牵桥搭线，针对性开展富余劳动力登
记和转移就业，通过用工进一步做好就业指导，
积极为群众提供务工信息，并努力形成稳定的
滚动式用工保障机制，组织农村富余劳动力进
厂务工。

做好“舌尖上”安全保障

三亚检查督导
海鲜餐饮企业

本报三亚1月15日电（记者李艳玫）连日来，
三亚市旅文局联合三亚市海鲜餐饮协会，组织行
业星评专家对全市海鲜餐饮企业开展“拉网式”检
查督导，做好“舌尖上”安全保障工作，优化三亚旅
游环境。

截至目前，检查组依照相关规定，分别对三亚
东海龙宫酒楼、三亚四海阁餐厅、三亚五湖轩餐
厅、海棠湾东榕海南私房菜等35家海鲜企业就餐
饮食品安全、用餐环境、接待服务等问题进行现场
检查指导工作。

“春节将至，人员流动性大，疫情防控形势日
趋严峻。”三亚市旅文局有关负责人指出，海鲜餐
饮企业在落实安全生产工作的同时，应当加强疫
情防控举措，做好场所消杀、体温检测、人员信息
登记以及购买的冷链、生鲜食品符合疫情防控管
理规定等，要明码标价、合理定价、诚信经营，把
提升服务质量放在首位，为游客打造优质的旅游
体验。

据悉，接下来，三亚市旅文局还将重点对海鲜
餐饮行业开展常态化检查督导工作，不断规范市
场秩序。

2021年1月11日晚10点多，在首都师范大学附属海南白沙中学，晚自习后，高一（13班）班主任高芳华在学生宿舍检查床
褥保暖情况，并与学生畅谈。

“每次看到老师来宿舍，大伙都爱凑过来聊天，学习、体育，还有谁爱打呼噜说梦话也能聊！”高芳华的用心与细心，让这些
“00后”学生感到十分暖心。 本报记者 曾毓慧/文

本报记者 袁琛/图

“暖男”班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