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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那大5月27日电（记者邵
长春 林书喜）5 月 27日，在儋州木
棠工业园区内，一排电动重型卡车
牵引车正等待着换电，“海南洋浦融
和骏驰蓝岛换电站”在此举行启动
仪式。据悉，这也是海南首个电动
重卡换电站。

去年11月，海南蓝岛环保产业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融和电科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和汉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在琼共同出资成立海南洋浦融和骏
驰科技有限公司，蓝岛换电站是该公

司在琼投运的首个电动重卡换电站。
该换电站占地面积10亩，车位

30个，可实现电动重卡电池3至5分
钟快速更换，大幅提高换电效率，有
效解决电动车里程焦虑问题，保障重
卡高频运营，并大幅节约能耗成本，
助力新能源汽车在我省重卡领域的
推广。

据悉，目前融和骏驰的产品换电
模式已衍生出不同型号换电重卡及配
套工程机械产品，全方位匹配电厂、港
口、钢厂、矿区、城市渣土、水泥搅拌等

各类场景的电动化应用需求。
未来几年，该公司将重点布局海

南换电站基础设施建设，预计到2025
年计划整体投资2亿元，在海南东西
南北中逐步建设换电站20座。

海南蓝岛环保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孔彤表示，在海南自贸港建设
背景下，海南建设换电重卡体系具有
很好的项目发展前景。未来将推动物
流公司采购换电重卡，为相关企业提
供运输服务，逐步辐射全岛，助力海南
绿色交通发展。

3至5分钟快速换电，助力重型卡车领域新能源化

我省首个重卡换电站投用

电动重卡牵引车正驶出换电站。 本报记者 邵长春 摄

首届海南自贸港文明实践论坛暨
志愿服务培训班举行圆桌对话

探索新时代
文明实践新路径

本报海口5月27日讯（记者陈蔚林）5月27
日下午，首届海南自贸港文明实践论坛暨志愿服
务培训班·圆桌对话在海口举行。会议邀请了国
内知名专家学者和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者代表进
行对话交流，分享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经验和真
知灼见。

“我们坚持全民参与，推动网格化动员，一方
面通过打通‘神经末梢’，推动供需互通式动员；
一方面通过激活‘阵地细胞’，推动城乡互联式
动员；另一方面通过延伸‘服务触角’，推动线上
线下互融式动员”“文明实践中心、所、站三级机
构要认真梳理排查所辖区域内所有一切可以调
动、可以为群众提供服务的资源”……圆桌对话
上，发言代表以如何建立“一呼百应的动员机
制、提质增效的整合机制、潜移默化的引导机
制、供需对接的服务机制、充满活力的创新机
制、常态长效的保障机制”等六大运行机制为话
题，探讨了如何健全更加务实的新时代文明实践
运行机制，共话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工作，
探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如何进一步深化
拓展、提质增效。

本次活动由海南省委宣传部、海南省文明办
主办，海口市委宣传部、海口市文明办、海口市琼
山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海口市美兰区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承办，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协办。

海南省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项目
展示活动今日举行

全方位展示
全省精品志愿服务项目

本报海口5月27日讯（记者陈蔚林）由省委
宣传部、省文明办主办的2021年海南省新时代文
明实践志愿服务项目展示活动将于5月28日在
海口市琼山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行。此次活
动是首届海南自贸港文明实践论坛暨志愿服务培
训班的特色活动之一。

活动现场，主办方将为市民游客全方位展示
集创新性和趣味性于一体的全省精品志愿服务项
目，以此宣介海南省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
点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并让群众现场体验到
有温度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

全省各个试点单位在活动现场进行大展示、
大交流，还有利于增强工作互动互补，以“志愿服
务从我做起”为引擎，鼓励党员当先锋、外脑为助
力、群众唱主角，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汇聚起强大的
文明实践力量。

本次活动由海口市委宣传部、海口市文明办、
海口市琼山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海口市美兰
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合承办。

5月27日，“2021海南国际潜水
节·水下摄影大赛·行业邀请赛”在三
亚蜈支洲岛景区落下帷幕。人像组、
微距组、广角组、产品软宣组、短视频
组和模特组六个组别的获奖名单以及
行业邀请赛“美人鱼形象大使”向公众
揭晓。

据介绍，此次获奖的作品聚焦圣
诞树管虫产卵、小丑鱼嬉戏游动等有
趣画面。一张张漂亮且极具创意的水
下作品展现了蜈支洲岛海域的海洋生
态多样性，也折射出该海域海洋牧场
对海洋生态修复的成绩。此外，通过
实地的拍摄创作，选手们更加了解了
三亚的潜水资源，也进一步宣传推广
了海南潜水旅行。

赛事期间，选手们还录制了海洋
环保倡议视频，在2021年世界海洋日
暨全国海洋宣传日主题宣传活动到来
之际，围绕“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 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活动主题，汇聚所
有参赛作品共同展现海洋生物的多样
性，为保护海洋发声。

作为知名的潜水胜地和“国家体
育旅游示范基地”，蜈支洲岛已连续第
三年承办水下摄影大赛，在推广潜水
运动、助推产业升级、深化体旅融合、
实现跨界交流等方面持续助力。未
来，蜈支洲岛将在海洋牧场建设的基
础上，继续走绿色可持续发展道路，为
海南自贸港发展蓝色经济贡献力量，
助力三亚旅游高质量发展。
文/本报记者 李艳玫 通讯员 陈宏

本报海口5月27日讯（记者马
珂 通讯员袁芳）健康海南行动目前正
有序推进。2020年，我省主要健康指
标完成情况较好，核心健康指标均优
于全国平均目标值。这是海南日报记
者5月27日从健康海南行动推进委
员会全体会议上获悉的。

据悉，省政府成立了由33个部
门组成的健康海南行动推进委员
会，研究制定了健康海南行动推进
委员会工作规则，充分发挥推委办
协调抓总、部门联动共管工作机

制。多部门共同研究制定健康海南
行动举措，把行动融入各行业、各领
域重点工作，做到同谋划，同部署，
同落实。成立健康海南行动专家咨
询委员会，邀请李兰娟院士担任专
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在战略规
划、决策部署、改革措施等方面充分
发挥专家智囊作用。

同时我省组建14个专项行动工
作组，明确各行动人员和职责，推动主
要目标任务落地落实。加强监测评
估，组织14个专项行动工作组共同开

展2019年和2020年行动进展监测评
估。建立考核机制，印发了《2020年健
康海南行动市县考核评分细则》，试点
从健康生活、健康环境、健康保障、健
康服务、公共卫生体系等多方面考核。

根据检测和评估情况显示，我
省主要健康指标完成情况较好，核
心指标均优于全国 2020 年的平均
目标值。2020年全省人均预期寿命
为 79 岁（预评估数），婴儿死亡率
4.02‰ ，5 岁 以 下 儿 童 死 亡 率
5.72‰，孕产妇死亡率15.01/10万，

均优于全国 2020 年的平均目标值
（人均预期寿命77.3岁，婴儿死亡率
7.5‰，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9.5‰，
孕产妇死亡率18/10万），人民健康
水平持续提升。健康生活方式逐步
转变 。 全省居民健康素养水平
20.15%，比上年增长1.95%，15岁以
上人群吸烟率25.78%，较上年下降
0.12% ，儿 童 青 少 年 总 体 近 视 率
41.3%，较上年下降了3.57%。群众
健康意识不断提高，健康行为逐步
养成，有利于健康的生活方式逐步

形成。
省卫健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健康

海南行动是落实“健康海南”战略的重
要举措，是发挥海南天然环境优势打
造“生态岛、健康岛、长寿岛”的品牌名
片。我省将坚持“大卫生、大健康”和

“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倡导政府、
社会、家庭和个人共担健康责任，积极
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和健康文化，调
动全社会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
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坚强有力的支撑
和保障。

健康海南行动有序推进

去年我省核心健康指标均优于全国平均目标值

本报海口5月27日讯（记者傅
人意）“本来我们是来采购海口火山荔
枝的，但是现场品尝后，发现海南的芒
果、火龙果、菠萝蜜味道和品质都很
好，我们都有意向采购。”5月27日，
海南品牌农产品推介活动在海口举
行，来自北京新发地市场的采购商尚
立山连连给海南水果点赞。

在现场，澄迈“香蕉团队”得到采
购商的关注，既有去年销量达到拼多
多全网第二的“网红”皇帝蕉，也有口
感丝滑的咖啡蕉。“咖啡蕉目前在澄迈
种植面积约1万亩，收购价4元/斤，

目前已经接到国内一些大商超的订
单，产品供不应求。”澄迈县香蕉协会
副秘书长郭霖霖介绍道。

“我们东方不仅有烤乳猪，还有
甜玉米、火龙果，欢迎大家来采购、对
接！”东方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陈超
现场为东方农产品“带货”，还邀请现
场客商投资第二产业，“我们正在规
划建设加工厂，欢迎大家在东方投资
建厂。”

三亚燕窝果、澄迈凤梨、万宁咖
啡、昌江菠萝蜜等展品被采购商热情
围观，有的还当场“订亲”：河北新发地

集团和昌江黎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签
订协议；河北高碑店市场优环农物流
公司和海南雷丰芒果农民专业合作社
签订协议；荆州两湖市场和天下果业
公司和海南骄海高科农业有限公司
（澄迈）签订协议；深圳海吉星市场粤
港果蔬有限公司和昌江兆恒农业有限
公司签订协议。

据省农业农村厅初步统计，此次
推介活动达成意向订单2.25万吨，价
值7800万元。其中芒果0.5万吨，价
值 2000 万元；香蕉 0.75 万吨，价值
1800万元；火龙果1万吨，价值4000

万元。
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赵英杰表

示，海南每年向岛外输送约 400 万
吨瓜菜、200多万吨热带水果，已经
成为全国重要的冬季“菜篮子”“果
盘子”基地。在大力建设海南自贸
港的背景下，海南聚焦“五基地一
区”建设，逐步形成以国家冬季瓜菜
生产基地、天然橡胶等热带经济作
物基地、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热
带水果和热带花卉基地、水产养殖
和海洋捕捞基地、无规定动物疫病
区为体系的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已

建成104个国家级和省级现代农业
产业园。“下一步，海南将继续加强
农产品品牌打造和质量安全监管，
让全国人民能够品尝到安全优质的
海南农产品。”

近年来，我省先后推出海南芒果、
荔枝、火龙果、蜜瓜等农产品区域公用
品牌10个，绿色食品123个，有机食
品16个，农产品地理标志37个，海南
农产品影响力不断提升，质量保障更
加稳定，品牌效应日趋凸显。

活动由省农业农村厅、省商务厅、
省供销合作联社联合举办。

我省举行品牌农产品推介活动，达成意向订单7800万元

优质土货受青睐 品牌农业放异彩

大学生减灾官公益计划启动

计划动员我省5000名
高校学生参与应急培训

本报讯（记者昂颖 通讯员尹可武）为推动大
学生应急救护知识技能的普及和提升，“全国大学
生应急救护知识技能大演练”暨“大学生减灾官公
益计划”（海南地区）于近日在海口启动。

该活动旨在号召更多的高校大学生、社区人
员加入防灾减灾的工作中来，共同提升全社会防
灾减灾的意识和能力，在灾害来临时有效地保护
自己、救助他人，减少灾害带来的损失。

活动计划于5月至11月动员海南高校5000
名大学生参与到应急防护知识技能的培训和演练
中，并通过公益实践、“减灾官5分钟微课堂”、知
识技能大赛等活动带动更多公众和爱心人士参与
到应急防护知识学习的公益活动中。

启动仪式上，海南大学生志愿者代表发出联合
倡议：将积极投入到“大学生减灾官公益计划”中，号
召更多公众关注并支持防灾减灾的青年力量。

上海世外附属海口学校
预计7月底完工

本报海口5月27日讯（记者计思佳）5月26
日，海南日报记者在海口国家高新区美安生态科
技新城上海世外附属海口学校项目现场看到，工
程主体结构已经全部完工，900多名工人正紧张
忙碌地进行室外幕墙结构的安装及室内装修，运
输车穿梭不停，项目建设现场忙碌而有序。目前，
项目已进入到了最后的外立面安装阶段，预计今
年7月底可完工，确保9月正常开学。

上海世外附属海口学校是海口市政府主办，
委托均瑶集团所属上海世外教育集团全面管理的
公立学校。学校位于海口市美安大道与美安一环
路交汇处，项目总建筑面积11.56万平方米，建设
包括一所12年一贯制学校和3年制幼儿园，学校
2021年秋季将启动首次招生。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整个项目共包含9栋单
体建筑，分别为幼儿园、小学部、初中部、高中部、
国际部、综合楼、体育馆、男生宿舍、女生宿舍。

该校代建单位上海临港集团（海南）科技城管理
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王永苏介绍，为高效推进项目建
设，确保如期交付，公司不断增加施工人员和设备，目
前现场有900多名工人，实行24小时轮班施工。

上海世外附属海口学校校长夏兆平介绍，该
校致力于打造聚上海和海南之力，汇双语融合之
智，创建高质量、有特色的国际化学校，积极探索实
践素质教育。

光影尽展
海洋生态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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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优于全国2020年的平均目标值2020年全省人均预期寿命为79岁（预评估数）

婴儿死亡率4.02‰ 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5.72‰ 孕产妇死亡率15.01/10万
人均预期寿命 77.3岁

婴儿死亡率 7.5‰

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9.5‰

孕产妇死亡率 18/1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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