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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预约申
请方式

本报海口3月5日讯 （记者马
珂 张惠宁）3 月 5日，海南日报记
者从省卫生健康委获悉，博鳌亚洲
论坛2021年年会和首届中国国际
消费品博览会（以下简称消博会）
即将召开，为保障疫情防控，迅速
建立我省人群免疫屏障，海南省自
3月份开始部署开展重点人群新冠
疫苗接种工作。

记者了解到，海南省 3月份重
点推进琼海市（28 万人）、海口市

（50万人）、三亚市（25万人）、文昌
市（4万人）、万宁市（3万人）重点
人群接种。4月份以后逐步推开其
他市县重点人群疫苗接种。

据了解，自去年12月28日开展
重点人群新冠疫苗紧急接种工作以
来，我省已开展42万余人的新冠疫苗
接种。2021年我省将根据疫苗接种
进度，在优先保障冷链、口岸、交通运
输、医疗卫生、出国人员、服务行业等
重点行业重点人群接种的基础上，疫

苗接种人群逐步扩大至全省18岁以
上人群。

为保障博鳌亚洲论坛 2021 年
年会疫情防控，琼海市已于2月27
日率先开展新冠疫苗全人群接种工
作。琼海市18岁-60岁居民（包括
常住居民和确保能在琼海接种2针
剂疫苗的流动人口）、部分60岁以
上身体健康无基础性疾病的人群，
均可到辖区居委会和就近新冠疫苗
接种门诊进行新冠疫苗登记申请。

3月5日，海口召开加快新冠疫
苗接种视频会议，要求按照“保证重
点、应接尽接、依法有序、规范接种”
的原则，在3月底前完成消博会50
万重点人群新冠疫苗2针剂的工作
目标。据悉，海口3月3日出台了保
障消博会新冠疫苗接种工作实施方
案，要求为消博会直接提供服务保障
的工作人员必须全部进行疫苗接种，
所有指定接待酒店、场馆保障、医疗
保障、志愿者等各类人员持2针剂接

种凭证才能在展会期间提供服务工
作。从3月5日起，海口逐步开放普
通市民预约接种新冠疫苗服务。

我省部署开展重点人群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海口市3月1日启动了50万重
点人群的新冠疫苗免费接种工作，3
月 5日，海口市疾控中心针对市民
关心的疫苗接种热点问题，集中给
予回答。

一、海口市使用的是哪个厂家疫
苗？保护性如何？

答：海口市使用的是国药集团的
新冠病毒灭活疫苗。Ⅲ期临床数据
显示疫苗保护率达到70%以上，高于
世界卫生组织要求的大于50%的保
护率；中和抗体阳转率和重症保护率
均接近100%。

二、新冠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如何？

答：我国疫苗在研发、试验、审

批、上市、储存、运输、接种等全流程
都有非常严格的管理规定。前期试
验表明，全程接种28天后90%以上
受种者都会产生抗体，保护效果明
显，目前证据提示，抗体在6个月以
上仍能维持较高水平，达到世界卫生
组织规定要求。少数人接种后接种
部位红肿、硬结、疼痛，极少数人出现
发热、乏力、恶心、头痛、肌肉酸痛等

症状，通常无需处理，一般1-2天可
自行恢复。目前全国接种超过4000
万剂次，更进一步证明我国疫苗是安
全的。

三、接种注意事项
答：（1）接种前：了解新冠疫苗接

种相关知识，需携带相关证件（身份
证、护照等），接种当天穿宽松的衣服
方便接种，到接种门诊要戴上口罩；

（2）接种时：配合现场预防接种工作
人员询问，如实提供本人健康状况和
接种禁忌等信息；（3）接种疫苗后要
在留观区留观30分钟，没有异常情
况才可以离开。保持接种局部皮肤
的清洁，避免用手搔抓接种部位；如
产生发热、皮疹等不适症状时，请及
时就医并报告接种单位。

（本报海口3月5日讯）

海口疾控中心就新冠疫苗接种热点答疑

疫苗安全性如何？接种需要注意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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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3月5日讯（记者陈雪
怡 通讯员石俊 吕东星）日前，交通运
输部海事局出台工作方案，从3个方
面19项具体任务，支持海南海事局聚
焦制度集成创新，强化安全风险防控，
对标国际海事规则和自由贸易港海事
服务先进经验和技术，分两步推进海
南自贸港海事特区建设。这是海南日
报记者从3月5日召开的海南海事局
贯彻落实《交通运输部海事局支持海
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工作方案》（以下简
称《方案》）动员大会上了解到的。

《方案》提出，到2025年，初步建
立与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相适应的海
事政策制度体系和体制机制，海南自
由贸易港海事特区初步形成；到2035
年，形成与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相适

应的海事管理制度体系和体制机制，
全面建成海南自由贸易港海事特区，
成为全国海事系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典型示范。

据悉，去年12月，交通运输部围
绕落实《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
案》，提出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海事特
区工作要求。今年2月，交通运输部
海事局出台支持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工作方案，明确了推进海南自由贸易
港海事特区建设的时间表、路线图，强
调海南自由贸易港海事特区建设要以

“立足海南定位、坚持开放创新、坚持
绿色发展，坚持安全底线”为原则，着
力从提高政治站位、增强责任担当、推
进海事治理等三个方面，全力打造海
南自由贸易港海事特区。

提高政治站位方面，《方案》明确
要准确把握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决策
部署。强调海南海事局要加强海事服
务自由贸易港政策措施的风险研判，
稳妥处置热点敏感问题，营造海事服
务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良好氛围。

增强责任担当方面，《方案》明确
要全面完成《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
体方案》涉及海事管理重点工作任
务。支持海南海事部门出台邮轮旅
游特殊海事监管和游艇管理制度、便
利化检验登记服务措施，推进海南自
由贸易港海员管理制度建设，建立开
放便捷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国际船舶
登记制度，实行“多手段、少手续”的
网络监管和“少干预、高效能”的精准
服务，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专业化的

国际船舶登记服务机构；建立环海南
岛及南海航行船舶全过程动态监管
机制，健全船舶登记“一事通办”，逐
步推行“24小时不打烊在线政务服
务”；增设海南自由贸易港船舶综合
质量管理相应模块，推动海南建立船
舶大气污染联合监测监管机制，推动
海南绿色航运发展。

推进海事治理方面，《方案》明确
要深入推进海事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改革。赋予海南海事局更大的改革创
新自主权，强调海南海事部门要加大
对水上新业态海事监管服务的研究，
跟踪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国际船舶
条例》立法工作，构建更加开放完善的
海事法规体系；探索运用船舶远程监
督检查方式，做好船舶全生命周期服

务保障工作；探索应用5G、AI、大数
据、区块链等在“互联网+监管”中的
运用，构建“成图、成链、成网、成云”的
海南海事智能监管示范基地，强化国
际国内多层次合作交流。

就如何全面贯彻落实《方案》，海
南海事局局长吴辉表示，海南海事各
层级部门将坚守底线思维和树立法治
思维，聚焦海南航运经济发展最紧缺、
服务对象反映最强烈、地方政府需求
最迫切的方面先行先试，陆续推出一
批关键性、突破性的重要改革举措。
同时，加快海事特区建设研究，夯实海
事特区建设基础，形成海事特区建设
合力，全力推进海事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为加快海南自贸港建设
提供坚强支撑。

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出台方案

明确2035年全面建成海南自贸港海事特区

■ 本报记者 郭萃

2020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54.2
亿元，同比增长34.8%；税收收入完
成47.68亿元，同比增长11%，增收
4.67亿元；营业收入完成423亿元，
同比增长6.5%（不含观澜湖）；观澜
湖营业收入完成64.2亿元……一组
组喜人数字的背后，是海口国家高新
区党工委坚持以“党建全面引领园区
发展”结出的硕果。

作为海口乃至海南高新技术产
业发展的重要引擎，近年来，海口高
新区创新和完善党建工作机制、工作
方式和活动载体，积极推行“党建+互
联网”模式，不断夯实党建工作基础，
在真诚服务企业的同时，多措并举推
动非公党组织建设，走出一条具有高
新区特色的“园区党建强 企业发展
强”的党建新路子。

3月3日下午，海南日报记者在
1200平方米的高新区党群活动中心
看到，各种党建书籍摆满书架，一幅
幅弥足珍贵的资料图片则充满浓厚
的红色历史氛围。党群活动中心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我们设置了综合
服务窗口、‘互联网+党建’管理服务
平台学习区、党建书屋、党员电影院、
组织生活专区、党建墙等七大服务板
块，实现了‘学习、活动、服务、交流、
推介’五大功能，为各企业提供了共
享党建一站式服务。”

“我们通过依托党建共享平台
资源，建立了‘互联网+党建’管理
平台，加强不同支部党员间的沟通
交流，其中心客户端链接每个支部、
每名党员，通过动态记录、在线检
查、网上传达等方式加大交流互
动。”海口国家高新区党工委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基层党组织全部配

备专职“互联网+”党务工作人员，
同时借助微信打造“空中党支部”，
有效构建了不同党支部之间的沟通
交流平台。

3月4日上午，在位于海口高新
区云龙产业园的裕同科技环保及高
端包装产业基地现场，一期厂房已经
搭建完毕进入试产阶段。“园区配备
的‘企业秘书’一周至少来项目现场
两次，这种积极主动、靠前服务的意
识和高效的审批效率为企业提供了
很大的便利。”项目负责人花杰透露，
一期厂房刚完工，“企业秘书”就上门
帮忙跑腿办理二期厂房的规划许可
证、施工许可证等材料，园区服务举
措让企业感受到了“舒心”，进一步让
企业专心致志抓建设、搞生产。

对新入园的项目实行“一对一”
党员服务责任制是高新区打造党建
服务平台的一个举措。“我们在实行

极简审批的基础上，先后为128个项
目配备58名企业秘书，同时兼任企
业党建指导员。”海口国家高新区党
工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园区通过
为企业提供“党建指导、政策解读、公
司注册刻章、人才招聘和引进、金融
或上市辅导、365天×24小时园区中
英文电话微信沟通”等十项服务，带
动项目超额完成年度固投计划，同比
增长34.8%，其中省重点项目完成率
158%，形成了以党建带项目、以项目
促跨越的发展局面。

强化园区党建引领作用，为自贸
港建设和园区高质量发展打开了新
局面，提供了坚强组织保证。“下一
步，海口高新区党工委将不断探索创
新，提高服务项目建设和企业发展能
力，为推动高新区实现新跨越发展提
供坚强的思想政治和组织保证。”

（本报海口3月5日讯）

海口国家高新区优化区域党建资源，以党建全面引领园区高质量发展

党建“绣花针”绣出园区发展“新画卷”

海南“海政钉”有效提高
春运疫情防控排查效率

本报海口3月5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
肖亚梅 符丹丹）3月5日，距离2021年春运结束
还有3天。根据省大数据管理局提供的数据显
示，海南“海政钉”信息系统累计完成返乡健康监
控人数14.9万人，助力我省春运期间对新冠疫情
进行有效防控。

今年1月28日，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省大
数据管理局组织人员创新推出“海政钉”信息系
统，并在今年我省春运新冠疫情防控中应用。该
系统最重要的特点是将“省-市（县）-区（乡镇）-
街道（行政村）-社区（自然村）”五级疫情防控组
织机构连通，进行扁平化管理，实现疫情防控信息
快速上传下达。

基层疫情防控工作人员上“钉”作业后，从收
集、核查、反馈、到填报只需通过手机即可迅速完
成全流程事项，工作压力大大减少。“以往我需要
挨家挨户进行排查，每次至少需要填写3份表格，
回去后还要将表格信息录入电脑，再上传，才算是
完成核查工作。”万宁市和乐镇疫情防控工作人员
王俊说，如今他在一部手机上都可以完成了。

得益于“海政钉”的应用，网格员们可以在春
运期间“轻装上阵”。王俊说，前段时间，他通过

“钉”功能和短信形式给同事发送紧急任务，协同
核查。不到3分钟，就看到同事在“海政钉”标记
完成。

海口已入夏？

气象专家：本月中下旬
仍有冷空气

本报海口3月5日讯（记者习霁鸿 通讯员
袁迎蕾 符晓虹）这两天，海口天气晴热，海口市气
象台 3 月 5 日监测到海口部分地区温度已超
30℃ ，许多网友纷纷喊话“海口已经入夏”。事
实是否如此？海南日报记者就此采访了省气象部
门相关专家。

海南省气候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首席预报员
吴胜安表示，现在说海口入夏还为时过早，3月上
旬后期还有一个冷空气过程，即3月第二候平均
气温很可能在22℃以下，此外，3月中旬和下旬仍
有冷空气过程，很难肯定各旬平均气温高于
22℃，所以还不能说当前已入夏。

何为“候”？吴胜安进一步解释，根据《地面气
象观测规范》，每月六候，即每月1-5日为第一
候，6-10日为第二候，以此类推26日至月末最后
一日为第六候。而候平均气温为该候各日平均气
温（02时、08时、14时、20时4次定时气温值平
均）之和除以候的日数而得。气候季节划分中，入
夏的标准是：某候平均气温稳定超过22℃，该候
初日为入夏时间。稳定指不反复，即候平均气温
不因冷空气影响而再次降到22℃以下。

3月5日，进入“惊蛰”节气。省气象部门预
计6日下半夜～7日，海南岛五指山以北地区多
云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雷雨大风和
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有所下降，
北部、中部和东部地区可降至25℃～28℃，西部
和南部地区27℃～30℃；大部分地区最低气温
18℃～22℃。

海口出台房地产中介行业信用信息管理办法

信用等级最低者
将取消网签资格

本报海口3月5日讯 （记者张期望）海南日
报记者3月5日从海口市住建局获悉，《海口市房
地产中介行业信用信息管理办法》已出台，有效期
5年。今后，海口将对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实施
信用等级量化评分，年度信用分值不足70分者将
被评定为D（差）级，停止使用存量房网上交易管
理系统权限资格。

办法明确，房地产中介行业信用等级评定实
行量化评分，信用基准分为100分，实行日常加减
分制管理，记分规则按照《海口市房地产中介行业
信用记分标准》执行。记分周期为一年，从每年1
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记分周期届满，恢复信
用基准分并重新记分。

房地产中介行业信用等级分为A（优秀）、B
（良好）、C（一般）、D（差）4个等级。D级为年度信
用分值不满70分，或者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及其
从业人员在当年度被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等列入
信用黑名单者。主管部门除责令信用等级为D
（差）者限期整改不良行为外，还将停止其使用存
量房网上交易管理系统权限资格。

海南中学女足将代表
我省参加全运会女足赛

本报海口3月5日讯（记者王黎刚）传球、射
门、跑动、拦截……3月4日，在海南中学足球场，
该校女足正在进行热火朝天的训练。据悉，海南
中学女子足球队将代表海南省参加陕西全运会女
足U18的比赛。

海南中学女足2016年9月成立，球队教练由
前国脚、海南屯昌人韦海英担任。球队成立近5
年，曾代表海口市参加2019年全国青运会，并获
得女足U15亚军，两次获得海南省校园足球女足
赛季军。目前，海南中学女足共有28名球员报名
参加全运会U18组比赛，其中以初三、高一和高
二年级的球员为主。目前，该队只有两名球员年
龄达到18岁，其余均为18岁以下，最小的15岁。

“我们一定会刻苦训练，顽强拼搏，在比赛中
踢出海南女足姑娘的风采。”韦海英说。

海口今年“大数据核验”
招生将覆盖城乡学校

本报海口 3月 5日讯 （记者计
思佳）3月 5日，2021年度海口市教
育工作会议召开。海南日报记者从
会上获悉，海口今年将实现义务教
育“大数据核验”招生覆盖城乡学
校，并直接通过平台发放电子入学
通知书。

据介绍，2020年，海口首次将大
数据线上审核运用于义务教育阶段城
区学校招生工作中，实现从登记、报
名、审核、录取到查询的一站式服务，
共7万余名儿童少年线上申请学位并
接受线上审核。线上通过审核的，家
长将无须跑腿递交材料，仅部分学生
信息将转入线下审核。

为进一步简化招生程序，减少家
长跑腿，今年海口将把“大数据核验”
招生覆盖城乡学校。开发学位热力
图，实行科学划片，对超计划的学校进
行提前预警。同时，直接通过“大数据
核验”平台发放电子入学通知书，让招
生录取更加透明、公开、高效。

3月3日，在五指山市通什
镇什分村黎锦技艺传习所，村
民学习绣织黎锦。

据了解，五指山市通什镇
什分村黎锦技艺传习所在今年
1月揭牌，成为五指山市第19
处非遗传习所。目前，五指山
市黎锦技艺传习所的黎锦纺织
正在逐步走向产业化，其产品
更是远销新加坡、日本等国外
市场，进一步促进当地农村妇
女就业增收。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学织锦 促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