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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邵长春）为促进新一代
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加强数据
要素聚集，推进全省工业互联网体系建
设，支撑全省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省信
息化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制定了
《海南省加快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三年
行动计划（2021－2023年）》（以下简称
《计划》）并于近日印发。

《计划》提出，围绕海南省高新技术
产业发展布局，到2023年底，建立健全
全省工业互联网网络、平台、安全、创新
体系，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
合发展，加强数据要素聚集，支撑全省工
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网络能力显著增强，2021至 2023
年力争新增部署5G基站数量1.2万个，

基本实现全省室外广域覆盖；以海口、三
亚为重点推进各市县5G、光纤宽带“双
千兆”网络协同发展。推动5G行业专
网落地，计划打造15个以上内网改造标
杆工厂。加快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在重
点行业推广应用。积极参与构建国家工
业基础大数据库，适时开展工业互联网
大数据分中心建设。

平台应用深化拓展。引导建设符合
本地特色的产业集群平台，培育5个工
业互联网行业平台，包括1个省级双跨
平台（跨地区、跨行业）。推动企业上云
上平台，全省上云企业超过2000家，培
育30家典型上云上平台示范企业。推
动5G在重点优势产业的深度融合应
用，带动形成 15 个以上特色鲜明的

“5G+工业互联网”示范应用项目。
创新生态日趋完善。深化产教融合

发展，聚合第三方机构生态，提升海南工
业互联网产业创新平台服务能力。引进
和培育5家智能制造和工业互联网解决
方案服务商，建设工业互联网创新应用
示范和培训基地，积极构建工业互联网
生态服务体系。

安全保障系统有力。完善省级工业
互联网态势感知平台功能，提升网络和
数据安全服务能力。落实国家工业数据
安全分类分级管理要求，引进信息安全
专业服务机构，指导企业开展工业互联
网安全检测。推进“工业互联网+安全
生产”领域的融合创新，增强工业安全生
产的感知、监测、预警、处置和评估能力。

我省印发加快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年）

力争3年新增部署5G基站1.2万个

本报海口10月 3日讯（记者傅人
意）海南日报记者10月3日从省发展改
革委获悉，从今年年初至9月中旬，海南
重点（重大）项目已完成年度投资531亿
元，年度投资完成率68%。

截至目前，各重点（重大）项目均稳
步推进。其中，昌江核电二期项目年度
投资完成率65%、多用途小型堆示范工

程年度投资完成率46%、陵水17-2气
田开发工程年度投资完成率59%、海口
市国际免税城年度投资完成率44%、华
盛2×26万吨聚碳酸酯年度投资完成率
84%、环岛旅游公路年度投资完成率
50%、G360文昌至临高公路年度投资完
成率73%、迈湾水利枢纽年度投资完成
率55%、天角潭水利枢纽年度投资完成

率54%。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海南今年共

安排重点（重大）项目 129个，总投资
3810亿元，年度计划投资782亿元。项
目类别涵盖三大主导产业（旅游业、现代
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等5大类，五网
基础设施提质升级和产业发展类项目年
度投资体量最大。

今年海南重点项目已完成投资531亿元
年度投资完成率68%

本报海口10月3日讯（记者昂颖）
海南日报记者10月 3日从团省委获
悉，国庆黄金周前3日，全省各级团组
织在游客集散地、热门景区、交通路口
等公共场所共开设志愿服务站点近
200个，已累计发动青年志愿者7600
余人次，服务市民游客约22.5万人次，
服务总时长超6.9万小时。

在海口火车东站、汽车总站、万
绿园等公共场所周边，身穿蓝马甲的
志愿者向市民游客发放文明旅游倡
议书，向游客传播文明旅游理念，并
协助交警疏导交通，引导车辆和行

人文明有序通行，助力保障文明、高
效、畅通的假期城市交通环境。

在三亚鹿回头公园、亚龙湾热带
天堂森林公园、天涯海角等景区景点，
志愿者通过精细化服务，引导游客有
序扫码入园，温馨提示游客保持1米安
全距离，详细解答游客问询，做到有问
必答、有难必帮。

一次次耐心解答、热情帮扶，温暖
着每位到访的市民游客，志愿者忙碌的
身影穿梭在如织客流中，形成一道靓丽
的风景线。与此同时，各地志愿者服务
站点还为游客准备了包括防蚊虫叮咬

和中暑、应急处理外伤等医疗用品。
“他们热情地为我们指路，还给大

家提供当地吃、住、游、购、娱的信息。
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海南人民的热
情。”来自重庆的游客戴一乔告诉海南
日报记者。

据悉，“十一”黄金周期间，为积极
营造文明、安全、有序的旅游环境，打造
海南青年志愿服务品牌，全省各级团组
织结合各地实际，开展以“志愿迎国庆·
筑梦新时代”为主题的系列暖心志愿服
务，打造青年志愿者的公益假期，以小善
大爱向游客展现海南的人文之美。

海南青年志愿者倾情服务市民游客出行

“蓝马甲”添彩黄金周

本报讯（记者马珂 实习生王菲）近
日，省卫生健康委、省财政厅、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厅、省医疗保障局联合印发
通知，鼓励支持全国范围内二三级医院
和有专长的在职医师、退休医师、候鸟医
师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乡镇卫生院和
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开设特色门
诊、科室。

据悉，此举旨在贯彻落实2021年省
委经济工作会议作出的“大力实施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标准化建设样板工程和乡
村卫生院（室）全面提升工程，力争到
2022年乡村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全国领
先”的总体部署和引导上级优质资源下

沉的医改要求。省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
人表示，随着这一政策的出台实施，必将
对我省促进优质资源下沉、推动分级诊
疗制度建设，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
力产生积极影响。

通知明确，特色门诊、科室的建设方
向为全科、中医药、慢性病长期照护（护
理、康复）、老年科、口腔科、康复科、精神
心理、家庭病床等领域；特色门诊、科室
原则上依据核准诊疗科目设置，确有需
求的，允许按照相关规定增设诊疗科目；
允许二三级医院选派到特色门诊、科室
执业的医师以及在职医师、退休医师、候
鸟医师诊查费按公立医疗机构标准执

行；允许特色门诊、科室财务独立核算；
允许特色门诊、科室工作人员实行协议
工资制；二三级医院医师在特色门诊、科
室的工作经历和业绩可作为评聘和晋升
专业技术职称的依据。

通知要求，二三级医院选派到特色
门诊、科室执业的医师以及在职医师、退
休医师、候鸟医师应具有主治医师（含）
以上职称，确有专业特长，并严格执行多
点执业相关规定。卫健、财政、人社、医
保等有关部门、二三级医院（医师）、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要各司其职，形成建设合
力，大力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特色门
诊、科室建设。

海南鼓励二三级医院和医师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设特色门诊、科室

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本报博鳌10月3日电（记者袁宇）
“全琼武装总暴动第一枪就在椰子寨村
打响。当年，杨善集就站在树下，向参加
椰子寨战斗的战士们发表战斗宣言。”10
月3日，在琼海市椰子寨村内的一棵百
年枇杷树下，该村老党员符绍文正在讲
述椰子寨村打响琼崖革命武装斗争第一
枪的故事，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旁听。

在距离椰子寨村不远的红色娘子军
纪念园，不少游客慕名而来，在纪念园前
合影。游客周玉已是第五次来这里，她告
诉海南日报记者，“以前和朋友、同学来过
几次，每次来到这里都有不同的感受。还
计划去红色娘子军成立旧址看看，红色娘
子军是我们海南的一张名片。”

国庆假期，琼海城区主干道、美丽
乡村、各大景区都被“国旗红”刷屏，不
少游客来到琼海重温红色历史，感受家
国情怀。

在阳江镇江南村白水磉村民小组，
不少游客专门驱车来到这里参观中共琼
崖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纪念馆。馆内的
义务讲解员冯锦健老人告诉记者，到村
里参观的游客除了琼海本地游客外，还
有省内其他市县以及外省的游客，“白水
磉是红色根据地，以前还有练兵场、兵工
厂。我当义务讲解员就是想让更多人了
解这段历史。”

在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中国
（海南）南海博物馆，前来参观的游客众
多，现场秩序井然。 下转A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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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0月 3日讯（记者赵优
实习生陈梦馨）“十一”国庆黄金周进入
第三天，我省旅游市场持续加温。海南
日报记者注意到，不管是位于各大湾区
的高端酒店，还是地处乡村的特色民
宿，都以丰富优质的旅游产品和热情服
务，吸引了省内外游客举家出游，享受
假日休闲时光，“沉浸式度假”成假日经
济一大亮点。

10月3日晚，三亚·亚特兰蒂斯推
出超大规模的寰球美食盛宴，岛内外游
客在此畅享多达38个档口的300余种
美食及数十种酒水饮品。重达200斤
的大型金枪鱼开鱼仪式，更是将现场气
氛推向高潮。黄金周期间，三亚·亚特
兰蒂斯推出了一系列国庆特别活动，水
世界夜场华丽回归，每晚为游客呈献水
上飞人秀和烟花秀，失落的空间水族馆
每天进行4场的大型美人鱼水下表演，
进一步丰富游客度假体验。“国庆黄金
周期间的入住率趋于饱和，是近段时间
以来的客流高峰。”三亚·亚特兰蒂斯相
关负责人表示。

热闹的不止三亚。黄金周期间，位
于万宁的石梅湾艾美度假酒店、石梅湾
威斯汀度假酒店、神州半岛喜来登度假
酒店等酒店也纷纷推出种类丰富的优
惠套餐、主题多样的国庆活动，深受游
客青睐。假日前三天，滨海高端度假酒
店平均入住率达到90%以上。在石梅
湾艾美度假酒店， 下转A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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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刘晓
惠）近日，省教育厅印发通知，在乡村振
兴过渡期继续实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
本生活保障制度。

资助对象为在学前教育、义务教育、
高中教育阶段学校就读的海南省户籍的
六类学生：脱贫不稳定户家庭学生、边缘
易致贫户家庭学生、突发严重困难户家
庭学生、相对稳定脱贫户家庭学生、农村
低保户家庭学生、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家
庭学生。

资助内容包括伙食费补助、学习生
活用品费补助、住宿费和教材费补助。

其中，学前教育学生伙食费补助标准为
每生每年1000元，小学学生伙食费补助
标准为每生每年2000元、初中学生伙食
费补助标准为每生每年2500元，普通
高中学生伙食费补助标准为每生每年
1000元，中等职业教育学生伙食费补
助标准为每生每年3500元。义务教育
阶段学生每生每年有400元学习生活
用品费补助，用于学生校服、学习资料
及交通费等费用支出；普通高中学生按
每生每年1000元的标准补助住宿费和
教材费。

补助资金由各市县从省级和市县级

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中统筹
安排，按学期通过“社会保障卡”发放。
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可以在本通知资
助和残联部门发放的残疾人教育扶持资
金二者之间择一申领，不可同时享受。

通知明确，学前教育阶段秋季入学
时不满3周岁的学生当学期不能享受本
项资助；初中毕业、高中毕业后复读的学
生，以及已经获得“雨露计划”资助的学
生，同样不能享受本项资助。

同时，省教育厅鼓励市县结合实际
制定本专科大学生资助政策，资助内容
和标准由各市县自行确定。

海南继续实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生活保障制度
资助范围包括伙食、学习生活用品等费用

本报博鳌10月3日电（记者袁宇
通讯员李丽莎）国庆黄金周期间，博鳌
东屿岛旅游项目上新，推出安徒生童
话光影音乐欢乐节，通过多个不同主
题活动，让游客沉浸在山水诗画般的
光影中，品各色美食，尽享博鳌风土人
情，一站式体验海岛欢乐夜生活。

海南日报记者在夜幕下的东屿岛
博鳌亚洲论坛主题公园看到，特色热

带植物、波光粼粼的湖水和一栋栋造
型各异的本土风格民居，再配上震撼
人心的音乐、音响和人物故事解说，游
客一步步沉浸体验式了解黎锦的编织
过程，一段段动人的追梦故事。

游客张晋说，节目通过沉浸式体
验讲述黎族文化故事，比其他形式给
人留下的印象更深刻，“整个过程就
好像在3D画中穿梭，在山水诗画般

的光影中，感受唯美含蓄的东方意
蕴。”

据了解，博鳌东屿岛·安徒生童话
光影音乐欢乐节由10月1日持续至7
日，共推出本土美食小吃展销、皮影戏
传统文化、安徒生童话实景互动等多
个不同主题的活动，让游客在博鳌尽
情体验一场具有中国范、童话感和烟
火气的海岛夜生活。

博鳌东屿岛旅游项目上新

一站式体验海岛欢乐夜生活

脱贫不稳定户家庭学生 边缘易致贫户家庭学生
突发严重困难户家庭学生 相对稳定脱贫户家庭学生
农村低保户家庭学生 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家庭学生

10 月 3 日，
在海南省史志
馆，市民游客参
观伟大征程-中
国共产党历史
展览图鉴。国
庆假期，不少游
客选择重温红
色历史，传承红
色基因。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 学前教育学生每生每年 1000元

● 小学学生每生每年2000元

● 初中学生每生每年2500元

● 普通高中学生每生每年 1000元

● 中等职业教育学生每生每年3500元

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阶段学校就读
的海南省户籍的六类学生

伙食费补助标准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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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霸王岭东侧的热带雨林风光海南霸王岭东侧的热带雨林风光。。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天平李天平 摄摄

观红色展览
忆峥嵘岁月

本报记者体验霸王岭护林员的一天

茫茫林海，他们用钩刀劈出“上班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