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龙桥卫生院
龙泉卫生院
新坡卫生院
遵谭卫生院

龙华区新增设的接种点：

云龙镇卫生院 红旗中心卫生院
旧州镇卫生院 三门坡镇卫生院
大坡镇卫生院 甲子镇卫生院

龙塘镇中心卫生院

琼山区新增设的接种点：

灵山镇卫生院 江东卫生院

三江镇卫生院 演丰中心卫生院

大致坡中心卫生院

美兰区新增设的接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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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4月1日讯（记者李磊）4
月1日下午，省长冯飞在海口会见国家
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白涛一

行。双方就生态环保、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高新技术产业、乡村振兴等领域合作
进行讨论交流。刘平治、倪强参加。

冯飞会见国投集团客人

2021年度“新时代海南好少年”候选名单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姓名

蔡兴诺

廖玉婷

农枔唐

李诗琪

何子硕

黄皓轩

何人山

冯驿棋

郑在元

卢紫娴

王楚茗

谢 琛

王守专

王天天

祝睿朗

符冉

盆美金

朱怡蓁

卢艳萍

王安泰

性
别

女

女

女

女

男

男

男

女

男

女

女

男

男

女

男

女

女

女

女

男

民
族

汉

汉

壮

汉

汉

汉

汉

苗

黎

黎

汉

汉

汉

汉

汉

黎

苗

汉

汉

汉

出生年月

2008年9月

2005年1月

2007年9月

2011年6月

2009年11月

2010年1月

2011年5月

2009年8月

2011年1月

2008年5月

2009年3月

2009年9月

2009年8月

2006年8月

2006年3月

2005年12月

2008年8月

2007年8月

2009年1月

2004年9月

学校

海口市向群小学

海口市灵山中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三亚附
属中学

儋州市那大实验小学分
校区茶山小学

琼海市潭门中心学校

文昌市第三小学

万宁市第三小学

东方市铁路小学

五指山市番阳中心学校

乐东县大安镇中心学校

澄迈县金江中心学校

临高县和舍镇和舍中心
学校

定安县第一小学

华中师大一附中屯昌思
源实验中学

陵水县陵水中学

昌江县矿区中学

保亭县八村学校

琼中民族思源实验学校

白沙县芙蓉田学校

海南省农业学校

班级

六（1）班

高一8班

七年级3班

四（3）班

五2班

四（6）班

四（1）班

六（4）班

三1班

六（1）班

六（3）班

五（3）班

六（2）班

八1班

九（6）班

九年级（6）班

六年级

八（1）班

五（1）班

19烹饪大
专海职班

备注

拟推荐为全国“新时
代好少年”候选人

拟推荐为全国“新时
代好少年”候选人

拟推荐为全国“新时
代好少年”候选人

拟推荐为全国“新时
代好少年”候选人

拟推荐为全国“新时
代好少年”候选人

经过学生自荐、学校筛选、市县择优
推荐，省文明办、省教育厅、团省委、省妇
联、省关工委联合评选，评出2021年度

“新时代海南好少年”候选人20名（其中推
荐5名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候选人），现将
候选名单向社会公示，接受群众监督。

公示时间：2021年4月1日至4月

7日。
监督电话：65371533、65363711

（传真）
海南省文明办 海南省教育厅
共青团海南省委 海南省妇联
海南省关工委

2021年4月1日

2021年度“新时代海南好少年”候选人公示

本报海口4月 1日讯 （记者彭青
林）4月1日上午，省委组织部机关党员
干部来到海口金牛岭解放海南岛战役烈
士陵园，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清明祭英
烈”活动。

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徐启方参加
活动。

在解放海南烈士纪念碑前，参加公
祭活动的人员全体肃立，跟随讲解员的
解说重温琼崖革命“二十三年红旗不倒”
的光辉斗争历史，并向在琼崖革命斗争

和海南解放战争中英勇献身的革命烈士
默哀，行三鞠躬礼。在渡海英雄烈士墓
前，大家向长眠于此的烈士献上手中的
鲜花，表达无限的哀思和崇高的敬意。
大家一致表示，通过此次活动，更好地全
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
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弘扬英
烈精神，铭记光辉历史，进一步坚定理想
信念、初心使命，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
脉，凝聚起加快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
港建设的强大力量。

省委组织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清明祭英烈”活动

本报海口4月 1日讯 （记者周晓
梦 通讯员傅曦）先行先试，摸清政府“家
底”。海南日报记者4月1日从省财政
国库支付局获悉，我省公共基础设施等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入账工作目前已取
得阶段性成果，并获财政部通报表扬。
截至2020年年底，我省公共基础设施入
账累计1924.63亿元。

其中，市政基础设施59.49亿元，交
通基础设施1116.7亿元，水利基础设施
698.49 亿元，其他基础设施 49.95 亿
元。另外，保障性住房入账8.33亿元，
政府储备物资入账1.92亿元。各市县
均已有公共基础设施入账数据。

据介绍，公共基础设施等国有资产
是政府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政
府职能履行、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物质
基础。长期以来，公共基础设施只有实
物量账本，没有价值账本，不利于公共基
础设施的管理维护，也不能为经济健康
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019年，根据财政部颁布的新政
府会计准则，我省充分发挥财政财务大
集中优势，主动探索，先行先试，率先推
动全省交通、水利等公共基础设施及政
府储备物资等的入账管理工作。通过
创新入账工作机制、结合实际确定入账
主体、破解存量公共基础设施计量难题
等系列举措，入账工作在全省范围内有

序展开。
今年年初国务院颁布的《行政事业

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于4月1日起正式施行。该条例
旨在将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和监
督纳入法制轨道，明确管理职责，推进
国有资产管理公开透明、规范有效，提
高国有资产利用率，促进国有资产保值
增值。

在《条例》实施前夕，3月31日，省
财政国库支付局举办全省财政国库支付
系统公共基础设施入账和在建工程转固
专题工作推进会，总结全省公共基础设
施入账及在建工程转固工作情况，明确
贯彻落实《条例》工作要求。

省财政国库支付局负责人表示，
要深刻认识公共基础设施入账和在建
工程转固的重要意义，要按照《条例》
要求对公共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进行
全面摸底，依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
进行核算，不得形成账外资产，并加强
对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的管理和监
督，发挥好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
要保障作用。下一步，省财政国库支
付局将以学习贯彻落实《条例》为契
机，加大工作力度，进一步推动全省行
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规范管理，助力
海南自贸港建设。

我省推进公共基础设施
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入账

已累计入账近2000亿元

关注新冠疫苗接种

本报讯（记者昂颖）日前，海南海
外联谊会联合海口市卫健委，为适合
接种的在琼琼籍侨胞免费提供新冠疫
苗接种服务。

在海口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接种
现场，海外琼籍乡亲有序排队，在完成测
温、填表、健康咨询等一系列身份核实和
接种准备工作后，逐一接受疫苗注射，并

按要求到留观区留观30分钟。整个接
种过程十分顺利，未出现不良反应。

近段时间，海南海外联谊会陆续
接到多位在琼琼籍侨胞咨询新冠疫苗
接种事宜。为将惠侨暖侨政策落到实
处，海南海外联谊会及时与当地卫健
部门联系，详细登记现阶段有接种需
求且符合条件的在琼侨胞信息，并及

时告知接种安排及要求。
海南海外联谊会负责人表示，海

南海外联谊会将及时为此次接种疫苗
的海外琼籍乡亲安排好第二针疫苗接
种工作。

澳大利亚海南总商会会长蔡霜
飞表示，接种新冠疫苗是当前提高
群体免疫力重要措施，不仅可保护

个体，而且在更多人群接种了疫苗
后，还可从群体层面减少病毒在人
与人之间传播。“此项举措十分暖
心，让我们侨胞感受到了家乡的深
切关怀。海南即将迎来首届中国国
际消费品博览会，作为参会的侨领
代表，我感到此时接种新冠疫苗非
常必要。”

我省为在琼琼籍侨胞提供疫苗接种服务

本报三亚4月1日电（记者李艳
玫）4月1日上午，在三亚市妇幼保健
院新冠疫苗接种点，前来接种的人员
虽多，但秩序井然。

穿着白大褂、戴着口罩的三亚市
妇幼保健院计免科负责人孟云琴穿梭
于人群之中，做好疫苗接种点的问诊、
接种和医疗保障工作。“我们实行‘两

班倒’，人多时要忙到晚上11点，一个
人一天要连续工作近8个小时。”孟云
琴说。

3月初，三亚市启动18岁至59岁
人群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全市医
疗卫生工作人员奋战在疫苗接种工作
第一线。“每天，我的闹钟5点50分准
时响起，从家里骑近1个小时电动车

到医院，7点左右开始为当天接种工作
忙碌起来。”孟云琴说。

“您放心，您的身体状况是适合接
种的。”一些群众对于自己能否接种以
及接种后的反应有很多疑惑，孟云琴
都会耐心地为大家解答。

由于接种任务量大，孟云琴和同
事通常从早上投入工作一直到下午，

没有时间去食堂吃午饭，以八宝粥和
面包充饥。

据悉，三亚启动60岁及以上人群
新冠疫苗接种工作后，新冠疫苗接种点
增加至30个，多个接种点特意对应急
设备和药品进行升级，并增加老年人常
用的降压、降糖等药品，以及血糖监测
仪等设备，为老年人提供接种便利。

三亚市妇幼保健院：

服务疫苗接种实行“两班倒”

本报海口4月1日讯（记者张期
望）“我们一起打疫苗，一起苗苗苗苗
苗！”4月1日上午，印有一批公益广
告标语的海口 15条公交线路 45辆
公交车从五源河体育馆驶出，穿行至
海口市区各个街道，为新冠疫苗接种
工作“代言”，倡导公众积极接种新

冠疫苗。
海南日报记者在现场看

到，印在45辆公交车上的公益广告
及标语，不仅清新接地气，而且极具
感染力，如“建立全民免疫 需要你
的一‘臂’之力”。除让45辆公交车

“代言”外，海口市卫健委还在海府
路、海秀路、南海大道等主要干道
的140个公交车站台的宣传屏刊发
类似广告和标语，最大力度动员市
民接种新冠疫苗。

目前，海口市共设置新冠疫苗固
定接种点 162 个，临时接种点 7 个
（其中首批临时点3个，新增 4 个临
时点）和 8 个流动组（负责对工地、
商场、大学等集体单位的26个点进
行流动接种）。近期，海口日均超3

万人次接种疫苗。截至3月31日，海
口全市累计接种近103.34万剂次，其
中接种第一剂77.7万剂次，接种第二
剂近25.64万剂次。

本报海口4月1日讯（记者张期
望）4月1日，海口在4个区19个乡镇
卫生院均增设一个60岁及以上人群
新冠疫苗接种点，方便乡村60岁及以
上人群接种。

除在乡镇增设 19 个 60 岁及以
上人群新冠疫苗接种点外，海口已
在城区同样设立了8个针对60岁及
以上老人新冠疫苗接种点，分别设
在海南省妇幼保健院、海南省儿童

医院、海口市人民医院、海口市第三
人民医院、海口市第四人民医院、海
口市中医医院、海口骨科与糖尿病
医院和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等 8
家医院。

凡有意愿且身体基础状况较好
的60岁及以上人群，均可根据自身
需求灵活选择上述接种点接种新冠
疫苗，接种时间为 4 月 1 日至 6 月
30日。

海口新增19个疫苗接种点
方便乡村60岁及以上老人接种

海口公交车为疫苗接种“代言”

东山镇卫生院

永兴中心卫生院

长流中心卫生院

秀英区新增设的接种点：

海口公交车上的新冠疫苗公益广告海口公交车上的新冠疫苗公益广告。。本报本报记者记者 张期望张期望 摄摄

本报海口4月1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
者刘凡静）海南新冠疫苗接种工作正在全面推进，
但市民、网友心中有无数疑问，哪些情况不能打新
冠疫苗，青霉素过敏、头孢过敏、流感疫苗过敏能打
吗，患有高血压能打吗……4月1日，海南日报新媒
体中心推出一组创意海报、一个创意视频，用新颖
的形式解答大家心中的疑惑，快一起来对照看看！

《身体有这些状况能不能打新冠疫苗？》这组海

报产品内容丰富，集合网友50余个问题，分为8个
种类，清晰明了，回答很“皮”很有趣；形式上色彩鲜
明大胆，小图标清新可爱、警示标识明了突出、排版
简单大气，给人强烈而舒适的视觉冲击，让人眼前
一亮。

《新冠疫苗打还是不打？看这个视频秒懂！》视
频产品围绕“疫苗打还是不打”这个问题展开，以文
字快闪的形式，用轻快的节奏将网友关心的问题展
示出来，明确告诉大家哪种情况能打疫苗，哪种情
况不能打。整个视频看下来，观众可以在“能打”

“不能打”的“魔性”循环中，快速找到答案。
想快速知道你能不能打疫苗吗？快来扫二维

码对照查看吧！

身体有这些状况能不能打新冠疫苗？
海南日报新媒体中心这两款创意产品帮您答疑解惑

看点

扫二维码看海报《身体有
这些状况能不能打新冠疫苗？》

扫二维码看视频《新冠疫苗
打还是不打？看这个视频秒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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