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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看海南

■ 本报记者 傅人意 邵长春
实习生 冼弘臻

“滴——”2月9日，在海南省图书
馆门口，工作人员为海口市民69岁的
肖幸运阿姨进行体温检测后，引导其
在一旁进行身份证登记。“我家就住附
近，这几天孙子放寒假了经常带他来
图书馆看书。这些暖心举措让我们老
年人出门更从容啦！”肖阿姨笑着说。

在海南省博物馆，入馆人群络绎不
绝。“我们一家五口从广西自驾游来海
南过年，到海口第一站就是来参观海南
省博物馆！进馆参观不仅是免费的，而

且有老年人轮椅租借，厕所标识也很清
晰，很方便。”广西游客赵奶奶说。

海南日报记者从省发改委了解到，
近日，我省建立“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
技术厅际联席会议”制度，并印发《海南
省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
困难行动计划（2021-2022）》（以下简
称《行动计划》），助“走得慢”的老年人
跟上“跑得快”的技术。其中，《行动计
划》出台健全完善“健康码”管理的相关
措施，主要包括非特殊场所一般不用查
验“健康码”、对无手机老年人群体采取
健康码替代措施等。

出行方面，省交通运输厅指导督

促出租汽车企业在保持有效的扬召服
务的基础上，鼓励整合现有运力，优化
提高电召服务的响应率，引导网约车
平台企业升级约车软件，增设“一键叫
车”功能。截至目前，海口、三亚市分
别开通96799、96789电话号码及提
供24小时约车服务；滴滴网约车平台
也已在三亚市完成老年人“一键叫车”
服务的试运行，并将根据实际情况向
全省推广。

《行动计划》还提出，保留传统服
务方式，主要包括保留医疗、社保、民
政、金融、电信、邮政等服务事项的线
下办理渠道、传统服务方式和对老年

人服务的专用空间（设施），整改整治
拒收现金、拒绝银行卡支付等歧视行
为，保障老年人权益。

南方电网海南电网公司近期已经
启动95598热线“老人模式”，65岁以
上老年人可一键直通快捷享受人工咨
询服务，无须经过自助语音导航菜单
的选择环节。

省卫健委近期也发布《海南省卫
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切实做好老年人就
医便利服务工作的通知》，要求省内各
医疗机构要完善电话、网络、现场预约
等多种预约挂号方式，优化诊疗流程，
保留人工服务窗口，开设为老年人提

供挂号、就医等便利服务的绿色通
道。二级及以上医疗卫生机构在做好
非急诊全面预约的基础上，为老年人
提供一定比例的现场号源；设置挂号、
缴费、检验报告打印等人工服务窗口，
为老年人提供就医指导服务。

根据《行动计划》要求，在2021年
底前，我省将围绕居家服务、出行、就
医、消费、文娱、办事、旅游等7个涉及老
年人的高频事项和服务场景，各有关部
门要采取有针对性、差异化的解决方
案，切实为老年人融入智慧社会提供更
周全、更贴心、更直接的便利服务。

（本报海口2月9日讯）

我省为老年人完善“健康码”管理措施，推出“一键叫车”服务、绿色就医通道等

“滴”一声 老人出行有贴心服务

本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钟坚）
2月8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南省新闻
办公室获悉，2020年全省共发生火灾
3583起，亡6人、伤8人、直接财产损
失3798.2万元。火灾起数、直接财产
损 失 较 上 年 分 别 上 升 125.3% 和
23.4%，死亡人数持平，受伤人数增加
4人。火灾形势总体稳中有升。

海南省消防救援总队相关负责
人介绍，火灾起数上升幅度大的主要
原因：一是实行“全口径”统计后火灾
统计范围变大，导致火灾逐年上升；
二是2020年旱季较往年长且旱情严
重，高温天气下林草火灾和各类小火

增多。
据分析，2020年海南火灾主要具

有以下特点：一是电气原因、用火不慎
引发火灾占比大。全年电气原因引发
的火灾事故1147起，占总数的32%；
吸烟、玩火、用火不当等生活用火不慎
原因引发的火灾事故954起，占总数
的26.6%。二是居住场所火灾多发，
交通工具火灾不容忽视。住宅类场所
火灾815起，占总数的22.8%。交通
工具火灾447起，占总数的12.5%，其
中新能源汽车火灾18起，同比上升
220%；电动自行车火灾109起，同比
上升59.6%。三是地级市（除三沙外）

和东线地区火灾起数多。火灾起数前
5的区域分别是海口、三亚、万宁、东
方、儋州。四是冬春季火灾集中高发，
电气火灾多于夜间发生，用火不慎火
灾主要集中在中午至傍晚。五是民宅
亡人火灾比重大，凌晨是致伤致亡的
高危时段。全年亡人火灾5起，亡6
人，均发生在乡镇、农村地区，其中4
起发生在民宅，1起发生在废品收购
站。亡人火灾集中发生在夜间22时
至凌晨3时。

为确保火灾形势持续平稳，2020
年5月起，海南部署开展了消防安全
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力争通过三年时

间，强化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精准治
理，有效防范化解重大消防安全风
险。专项行动开展以来，省消防救援
总队坚持“清单管理、项目推进、挂图
作战”模式，实行“集中办公、定期会
议、简报通报”等6项制度，细化工作
清单，逐项推动落实。全省完成新建
住宅小区和公共建筑共计2187处施
划消防车道标线标识。住建、发改、
资规、财政四部门联合出台城镇老旧
小区改造指导意见和技术导则，将消
防车通道整治纳入改造内容，197个
老旧小区同步改造消防项目。各市
县政府积极推动公共停车场建设，建

成93个停车场，新增车位12311个，
利用人防设施和道路改造新增车位
15952个。全省消防救援机构联合
住建、应急、邮政等部门，完成7838
栋高层建筑排查，发现消防供水及电
缆井封堵隐患 1299 处，督促指导
3286栋建筑落实消防楼长制管理。
采取挂牌督办、媒体曝光等形式督促
10家重大火灾隐患单位完成整改。
推动乡镇（街道）、公安派出所排查
3363个“三合一”场所、3382家出租
屋，整改消除各类隐患问题3983处，
并对19处城中村、老街区进行了重
点排查。

我省去年发生火灾3583起
电气火灾事故占总数的32%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通讯员 叶欣欣

椰城年味渐浓。海南天鹅湖艺术
传媒发展有限公司舞蹈教师宝拉选择
留在这里体验中国传统春节。

宝拉出生于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
斯，从匈牙利国立芭蕾舞学院毕业后便
去往奥地利，用将近10年的时间参加
演出、编舞和教学。作为一名资深的芭
蕾舞演员，她曾在诸多著名的芭蕾舞剧
中扮演重要角色。《天鹅湖》《睡美人》
《胡桃夹子》《歌德的浮士德》等，都是她
在世界巡演中参演过的代表作品。

受海南天鹅湖艺术传媒发展有限
公司邀请，宝拉2019年来到海南。“我
是在舞台上长大的，带着传播和弘扬
芭蕾艺术的使命来到海南。”宝拉说。
令她欣喜的是，近几年，芭蕾舞这一风
靡世界的欧洲古典舞蹈在海南逐渐为
大众接受和喜爱。尤其是2018年以
来，海南省青年芭蕾舞团宣布成立、世
界经典芭蕾作品海南展演周顺利举
行、海南省歌舞团附属芭蕾舞蹈学校
学生代表中国入围第49届洛桑国际芭
蕾舞比赛……种种迹象，都表明了芭
蕾艺术在海南即将迎来发展的春天。

经过一段时间的教学，她发现，海
南孩子学习芭蕾舞具有“基因上的优
势”，身材纤长、灵活协调的他们是可

塑之才。但是，当前海南仍缺乏活跃
的芭蕾舞剧院，缺少定期定址上演的
芭蕾舞剧目，总体来说学习和欣赏芭
蕾舞的氛围还不够浓郁。

宝拉希望在自贸港建设进程中，
海南能更加开放和包容，引进和培养
芭蕾舞专业人才，打造适合芭蕾舞发
展的广阔平台，让除了古典芭蕾之外
的现代芭蕾、新派芭蕾等芭蕾舞也能
在这里绽放光彩。作为一名芭蕾舞教
师，更作为一名“新海南人”，她将在这
里与国内外艺术家一起，培养更多优
秀的海南芭蕾舞演员，同时聚力打造
出中西结合、古今融合，并具有海南特
色的精品芭蕾剧目。

（本报海口2月9日讯）

海南天鹅湖艺术传媒发展有限公司舞蹈教师宝拉：

新海南人跳出芭蕾新舞台

我省今年起选派住院医师
赴五省（市）培训

本报讯（记者马珂）近日，省卫生健康委印发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五省（市）代培实施方案》
（以下简称《方案》），对省三级及以上医疗机构的
住院医师培养作出了新的部署和安排。自2021
年起，海南将每年选送一批住院医师到北京、上
海、湖南、湖北、四川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属（管）公立医院和省（市）属公立医院进
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代培。

《方案》代培养对象，则为海南省三级及以上
医疗机构（含民营医院）具有普通高等医学院校全
日制临床医学、口腔医学、中医学（含中西医结合）
专业的本科、科学型硕士、博士学历及学位的住院
医师（含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自2021年
起，海南省内三级及以上医疗机构的住院医师不
再纳入本省住培项目。

据悉，在代培名额方面，海南将每年选送200
名住院医师参加代培，其中选送北京、上海各50
人（其中临床医师各35人，中医医师各15人），四
川40人（临床医师），湖南、湖北各30人（临床医
师）。待遇方面，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住培代培和
海南省住培相关要求，代培医师享受每人3万元/
年中央财政补助、0.6万元/年省财政补助，其在省
外培训期间的工资、社保、人事管理、培训补助、住
宿补贴等由委派单位按照本单位同等条件人员标
准发放。宝拉在给学生授课。 受访对象提供

省公安厅部署春节安保工作

启动实施社会面防控
高等级勤务

本报海口2月9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陈
炜森 田和新）2月7日上午召开的全省公安机关
视频会议决定，自2月10日到2月17日，全省公
安机关启动实施社会面防控高等级勤务，严格落
实公安武警联勤巡逻“四项机制”和“1、3、5”分钟
快速响应机制，不间断组织交通违法查处统一行
动，强化重大活动安全监管和旅游景区治安管理，
全力确保节日期间全省社会大局安全稳定。

省公安厅要求，全省各级公安机关要严格落
实公安武警联勤巡逻“四项机制”和“1、3、5”分钟
快速响应机制，加强显性用警，强化对重点部位、旅
游景区的巡逻防控。要深化“控发案、多破案”工
作，坚决打击节日期间发生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
各类突出违法犯罪。要结合开展打击“黄赌毒”违
法犯罪等专项行动，组织开展社会面治安清查行
动，有效净化社会治安环境。要将隐患排查整治贯
穿春运始终，联合相关部门对“两客一危”和货运企
业开展安全大检查；港航、铁路公安机关要提前制
定应急预案、备足应急物资、备好应急力量，一旦出
现大雾等恶劣天气和突发事件，做到快速响应、妥
善处置，严防出现车辆、旅客滞留情况；要紧盯城市
和农村地区，不间断组织交通违法查处统一行动，
严防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要强化重大活动安全监
管，严防发生拥挤踩踏等重大治安灾害事故。要加
强旅游景区治安管理，严厉打击侵害游客人身、财
产安全的违法犯罪。要毫不放松抓好“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工作，守好“进岛门户”。

三亚首次开展
综合行政执法“亮剑”行动

2月9日上午，三亚正式开展综
合行政执法“亮剑”行动，执法领域包
括旅游类、疫情防控类、市场类、市容
类、烟花禁放类等。此次行动是该市
综合行政执法改革以来第一次开展的
大型联合执法行动，以“零容忍”的态
度加大惩戒力度，对各类违法违规行
为“亮剑”，坚决做好春节黄金周及旅
游旺季期间的整治工作，让广大游客
欢度幸福美满的新春佳节。图为三亚
市综合行政执法人员在大东海区域检
查海鲜排档。

文/本报记者 高懿
图/本报记者 武威

海口公交春节“不打烊”
2100余辆公交车正常运营

本报海口2月9日讯（记者郭萃 通讯员张
磊）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公交集团获悉，2021年
春节期间，海口公交集团150余条公交线路的
2100余辆公交车，春节服务不停歇，正常运营不
打烊。

2月11日至13日（除夕至大年初二），除开往
美兰机场方向的21路、41路、41快、K4、218路、
219路，开往新海港的28路，开往海口火车站的
35路等公交线路运力正常运营外，其余每条线路
安排不少于50%以上运力运营。2月12日(大年
初一)、2月13日(大年初二),各公交线路早班不得
晚于7时30分发车,晚班不得早于20时30分收
车；2月14日（大年初三）起全部公交线路恢复正
常营运，最大限度满足市民游客出行需求。

按照部署，春运期间（1月28日至3月8日）
开通的J5(美兰机场-白沙门公园)、J6(美兰机场-
市一中)两条假日机场夜线公交线路，首班由原来
的22时30分提前至22时发班，末班时间和发班
间隔根据美兰机场旅客集散情况灵活调整；海口
高铁东站夜1路、夜3路首班时间由原来的22时
30分也提前至22时发班，全力保障机场、高铁站
夜间市民游客公交出行需求。

春运期间，海口公交集团还储备150辆公交
车及出租车作为机动运力，根据全市主要交通枢
纽、景区景点等区域现场客流情况，随时调派参与
应急保障。此外，还安排公交稽查队伍加大客流
密集站点巡查管控力度，疏导乘车秩序。同时，市
民可关注“海口公交集团”微信公众号或使用“椰
城市民云”App，随时了解线路运营动态，查询实
时公交和公交拥挤度，提前安排出行。

专题 值班主任：丁静 主编：吴维杨 美编：孙发强

近日，为保证春节长假期间服务质
量，工行海南省分行根据春节金融服务
需求的特点，结合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全
力为广大客户提供方便快捷、安全稳健
的金融服务。

据悉，该行2月11日至14日（除夕

至大年初三）期间，海口地区每天至少
有6家网点对外营业，三亚地区每天至
少有2家网点对外营业，其他市县每天
至少有1家网点对外营业;2月15日至
17日（大年初四至初六），海口地区每天
至少有18家网点对外营业，三亚地区

每天至少有5家网点对外营业，其他市
县地区每天至少有 2 家网点对外营
业。其中，位于海口市大同路6号的工
行海南省分行营业部在春节期间将持
续营业不打烊，客户还可通过微信小程
序“工行服务”查询所在区域周边网点

的营业时间。
为确保到店客户的健康安全，该行

在节前已充分准备消毒防疫物资并派发
至春节期间营业的各家网点，严格按照
防疫工作安排，按时对网点出入口、柜
台、自助机具、等候区沙发、卫生间等公

共区域和设备设施进行灭菌消毒，对于
客户经常使用的密码器和评价器进行高
频消毒，保证新风系统和空气净化器正
常运转，确保网点在有效的防疫保障下
安全运营，为客户提供安心、安全、便捷
的金融服务。

据该行相关负责人介绍，广大客户
还可以关注“中国工商银行客户服务”公
众号，体验智能客服“工小智”触手可及
的温馨回复，节日期间足不出户就可以
体验到银行卡申请、生活缴费等便捷金
融服务。

工行海南省分行全力做好金融服务及疫情防控工作

2021年春节期间各市县不少于1家网点保持营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