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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具备国际要素，要有外籍
设计企业、团队、工作站（点）和
外籍设计人员入驻并实质开展
国际业务等

文化传承类基地

要有2名及以上县级以上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参与运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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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获评
“健康中国年度标志城市”

本报讯（记者李艳玫）10月17日，首届健康
中国促进行动暨年度指数发布大会，在内蒙古自
治区呼和浩特市举行。大会发布2021年健康中
国综合指数为79.75分，三亚等17个城市获评健
康中国年度标志城市。

健康中国建设需要指标化、系统化、科学化的
评价，由新华社新闻信息中心等和上海华夏社会
发展研究院推出的健康中国指数，以健康资源、健
康服务、健康保障、健康环境、健康水平五个维度
30个客观指标为依据，构建指数模型评价健康中
国建设。

作为年度亮点的发现和提倡，经新华网网民
投票和专家委员会评定，2019-2020年“健康中
国年度标志城市”推选结果也在会上揭晓。其中，
地级市组别里，珠海市、苏州市、三亚市、鄂尔多斯
市、嘉峪关市、克拉玛依市、遵义市、嘉兴市、秦皇
岛市、威海市、大同市获得殊荣。

■ 本报记者 陈雪怡

强降雨期间是我省地质灾害高
发期，全省地质灾害整体情况如何？
具体有哪些地质灾害类型？会产生
何种影响？群众怎样应对处理……
10月16日17时，省自然资源和规划
厅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报
等级为四级（蓝色预警），请部分市
县、乡镇有关部门做好地质灾害防御
工作。10月17日，我省结合此次强
降雨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的

情况，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副站长马
魁红从重点区域、灾害种类、存在特
点、影响程度、自救措施等方面就地
质灾害防范知识作了详细科普。

“在地质灾害易发区，持续强降
雨可能引发崩塌、滑坡、泥石流和地
面塌陷等地质灾害。”马魁红说。

马魁红介绍，目前全省现有地
质灾害隐患点179处，灾种以崩塌
为主，滑坡、泥石流次之，地面塌
陷、地裂缝也有发生。地质灾害规
模和险情以小型为主，少数为中型，

个别达到特大型。在空间分布上，
多发于在中南部山地丘陵地区，包
括琼中、保亭、五指山、琼海、万宁、
陵水、三亚、昌江、白沙9个市县，多
发于在山区公路两侧、沟谷河道、房
前屋后高坡边坡、隐患风险高的景
点和矿区等。

那么，如果遇到地质灾害发生，
群众应该如何应对处理？马魁红根
据不同灾种分别“支招”：“当群众在
野外遇到地质灾害发生，要保持清醒
头脑，积极自救。具体分为：当遭遇

崩塌时，如果身处崩塌影响范围外，
一定要绕行；如果处于崩塌体下方，
只能迅速向两边逃生，越快越好；如
果感觉地面震动，也应立即向两侧稳
定地区逃离。当遭遇滑坡时，应向滑
坡边界两侧之外撤离，绝不能沿滑移
方向逃生。当遭遇泥石流时，不能沿
沟向下或向上跑，应向两侧山坡上
跑，离开沟道、河谷地带，同时也要注
意，不要在土质松软、土体不稳定的
斜坡停留。”

（本报海口10月17日讯）

如遇地质灾害如何应对处理？
提前撤离转移避险，沉着冷静积极自救

本报海口10月17日讯（记者习
霁鸿 通讯员刘爽 杨仁勇 吴春娃）
据海南省气象台10月17日消息，受
热带扰动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18
日海南省海域和陆地仍将有较强风

雨天气，海南岛东半部地区有大到暴
雨、局地大暴雨，万宁和琼中累积雨
量200～300毫米、局地350毫米。

海南省气象局10月17日16时50
分继续发布暴雨四级预警：预计未来24

小时，万宁、琼海、琼中、屯昌、文昌和陵
水等6市县的大部分乡镇将出现50毫
米以上、局地超过100毫米的降雨量，
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工作。

预计，10月17日08时～19日08

时各地累积雨量：万宁和琼中200～
300毫米、局地350毫米；文昌、琼海、
屯昌和陵水100～200毫米；海口、定
安、澄迈、白沙、五指山、保亭和三亚
50～100毫米；其余地区20～50毫米。

受热带扰动和冷空气共同影响

我省东半部地区今有大到暴雨

第八届全国大学
筹资学术研讨会在琼举办
探讨推动海南高校筹资事业大发展

本报海口10月17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
员姚磊）10月16日至17日，“资源关联高校发展
暨第八届全国大学筹资学术研讨会”在海口举行，
来自国内“双一流”高校、地方高等院校、行业特色
高校，以及全国高等教育筹融资与知识动员领域
的专家学者参加会议。

全国大学筹资学术研讨会由北京师范大学教
育学部高等教育研究院发起，每年举办一次，关注
高校筹资、融资与投资等一系列现实问题，深度探
讨高校人才引进、队伍建设、人才培养、校园文化
建设与学校筹资的关系，至今已经在北京、扬州、
佛山、青海等地成功举办了7届。

本届研讨会由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
与琼台师范学院海南自贸港教育研究院联合主
办，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等30多家单位的与会专家学者，在三场圆桌
会议和一场青年学者专场活动中，围绕“新时代高
校快速发展与资源渠道多元化的关系”“高校筹资
与人才培养提质增效的关系”“聚焦海南自贸港，
推动海南高校筹资事业大发展”等议题作主旨发
言或参加交流探讨。

海南新增3家
国家4A级旅游景区

本报海口 10月 17 日讯 （记者昂颖 李佳
飞 谢凯）10月17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省旅文厅
获悉，经文昌市、五指山市和屯昌县旅文局推荐，
海南省旅游资源规划开发质量评定委员会组织综
合评定并完成公示，确定文昌市海南铜鼓岭景区、
五指山市红峡谷文化旅游区、屯昌县梦幻香山旅
游区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

其中，文昌市海南铜鼓岭景区位于龙楼镇，三
面环海，群峰竞秀，层峦叠翠，风光旖旎，主峰海拔
338米，素有“琼东第一峰”的美誉；五指山市红峡
谷文化旅游区位于南圣镇，以五指山热带雨林、峡
谷漂流为主题，依托黎苗文化，融入多元文化，形
成集观光度假、休闲娱乐、居住养生为一体的复合
型景区；屯昌县梦幻香山旅游区位于屯城镇加利
坡村，是一个集现代农业种植、乡村休闲旅游、芳
香文化体验、芳香产品研发生产、科普教育研学、
芳香康养服务等为一体的综合旅游景区。

据了解，海南目前有三亚南山文化旅游区、三
亚蜈支洲岛旅游区、海南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
等6家国家5A级旅游景区。新增3家国家4A级
旅游景区后，海南共有28家国家4A级景区。

关注强降雨天气

琼州海峡
18日中午风力7～8级、阵风9级

18日下午风力减弱为6～7级、阵风8级

18日
海南岛东半部地区

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我省启动癌症筛查与
早诊培训项目
将每年培养200余名相关技术人才

本报讯（记者马珂 通讯员谭莹）为加强海南
省癌症筛查及早诊人才培养，提升癌症防治及健
康管理水平，2021年慢病健康管理——癌症筛查
与早诊培训项目（海南站）日前正式启动，通过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来自全省各市县的241名
基层癌症筛查和早诊早治项目单位的医务工作者
作为线下培训学员参加了开班仪式。

本次线上授课由国家项目办利用专有平台统
筹实施，海南省线下培训包括临床技能和集中授
课两种方式，来自基层医疗机构的241名学员将
在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接受为期10天的线
下培训，内容覆盖肿瘤登记、筛查、影像、超声、内
镜以及病理等多个主题。

据了解，本项目自2020年在全国10个省份
进行试点，2021年增长至20个省份。海南省作
为试点省份，计划每年为全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培养200余名癌症筛查与早诊专业技术人才。

本报讯 （记者邵长春）省工业
和信息化厅近日出台了《海南国际
设计岛示范基地管理办法（试行）》
（以下简称《办法》），加快海南国
际设计岛建设，鼓励海南设计产业
发展。

去年6月公布的《海南自由贸易
港建设总体方案》提出，建设海南国
际设计岛。

《办法》指出，海南国际设计岛示
范基地认定范围参考国家对设计产

业的学科分类，按运营类设计产业示
范基地和文化传承类设计示范基地
授牌匾和证书。

示范基地申请基本条件为在海
南省内有一定规模且固定的运营、展
示、教培、交易等场所。其中运营类
基地的从业面积应有3000平方米及
以上，文化传承类基地的面积应有
200平方米及以上。

示范基地一般应设立2年及以
上，常年有相对稳定和一定数量的

主创设计人员，从事相关设计、运
营、教培等活动。对新落户海南，在
国内外同行业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工
业设计中心、工业设计研究院、设计
公司、专业机构或有业绩支撑的行
业著名设计专家团队等，不受设立
时间的限制。

根据《办法》，申请单位要向属地
的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自行申
请。属地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会
同相关行业部门，对申请对象进行实

地考察、审核申请内容，并形成考察
意见，符合申报条件的，报送省工信
厅。省工信厅会同省相关部门，组织
行业专家进行评审，形成审查意见。
省工信厅根据审查意见，择优提出示
范基地认定名单，并在省工信厅网站
公示10个工作日。公示期满无异议
者，颁发“海南国际设计岛示范基地
（XX类）”牌匾和证书。申请和认定
工作全程免费。《办法》有效期3年，自
2021年10月8日起实施。

《海南国际设计岛示范基地管理办法（试行）》出台

示范基地申请和认定工作全程免费

海
洋
方
面

陆
地
方
面

本版制图/张昕

西半部地区
小到中雨

近日，海口旧州镇梁丰园蔬菜大棚基地，村民在管理新品种叶菜。
据悉，为进一步提升海口常年蔬菜基地生产能力，稳定叶菜价格，保障市场有效供给，海口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联合海南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共同组织实施叶菜优质新品种示范与推广项目。今年，项目组从全国各地引进
81种叶菜，经田间试验筛选出22种新品种耐湿热优质叶菜并进行推广。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多证变一证
陵水颁发首张
《行业综合许可证》

本报讯 （记者李梦楠）日前，陵
水黎族自治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向该
县太极大药房广百家店颁发了全县
首张《行业综合许可证》。标志陵水

“一业一证”综合许可改革工作落地
实行。

据了解，“一业一证”改革旨在整
合多个部门多个许可事项多张证照，
以为许可证“加码”的形式，实现只发
一张“行业综合许可证”，一码实现多
个部门之间信息互通共享。目前，陵
水率先在药品零售、食品经营等2个
行业领域试点推行“一码通”行业综合
许可证改革。

陵水行政审批服务局相关责任人
介绍，试行“行业综合许可证‘一码
通’”后，所需申请材料从21份压减为
11份，相关审批环节从6个减少到5
个，极大地精简了申请材料，减少了现
场核查次数，既提高了行政审批效率，
也减少了企业跑腿次数和等候时间。

同时，行业监管部门在监管过程
中通过扫描二维码对企业的许可事项
一目了然，实现了事前审批和事后监
管的无缝衔接，也使企业通过亮证经
营实时接受社会群众的监督，促使企
业合法经营、诚信经营。

“链上海南”全球区块链
创新大赛启动报名

本报海口10月17日讯（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张余雪）海南日报记者
10月17日从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获悉，

“链上海南”全球区块链创新大赛10
月16日已启动报名。

大赛以“链上海南·链接世界”为
主题，旨在营造海南省浓厚的区块链
产业发展氛围，为全球优秀区块链项
目提供集中展示的机会，吸引遴选优
秀企业、团队和项目落地海南，促进区
块链和经济社会深度融合，加快推动
海南省区块链技术应用和产业发展。

近年来，海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
视区块链产业发展，积极谋划推进区
块链产业培育工作。为贯彻落实《海
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和《海南
省关于加快区块链产业发展的若干政
策措施》，充分利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
设大背景下区块链产业发展的机遇和
优势，加快推动海南省区块链技术和
产业创新发展，省工信厅定于2021年
10月-12月在海南举办2021年度“链
上海南”全球区块链创新大赛。

大赛面向全球区块链企业、科研
机构和高校团队。根据赛程安排，分为
参赛报名，项目初筛，初赛和决赛4个
阶段。

大赛由省工信厅主办，省大数据
管理局、省科学技术厅协办，海南复兴
城产业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承办。

海口推广22种
新品种耐湿热叶菜

即日起至11月20日
有意参赛者可电脑登录

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官网
（http：//iitb.hainan.gov.cn/）

进行报名

大赛分为

行业应用组 技术创新组

一等奖1名
二等奖2名
三等奖3名

奖项
设置

每个赛道
6个获奖名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