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定安

已有1421名儿童完成接种
本报定城10月25日电（记者叶媛

媛 通讯员毛景慧）10月25日，定安启
动乡村小学学生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并计划通过10天时间完成该县3岁至
11岁人群第一针接种，进一步筑牢免
疫屏障。

25日上午，海南日报记者在定安县
龙门镇中心小学看到，前来接种新冠疫
苗的学生络绎不绝。在家长的陪同下，

孩子们正排着长队有序地进行接种。“自
10月23日全面启动3岁至11岁人群新
冠疫苗接种工作后，截至目前我们已基
本完成定安县城区域儿童的接种工作，
并按照计划从25日起分批次在10个镇
的乡村小学持续推进。”定安县卫健委主
任王亮介绍，截至24日，定安已有1421
名3岁至11岁儿童完成新冠疫苗首针
接种。

文昌、琼海、屯昌、琼中和万宁等市县100～200毫米、局地250毫米

定安、白沙、保亭和陵水等市县50～100毫米

海口、澄迈、儋州、乐东、五指山和三亚等市县25～50毫米

其余市县10～25毫米

天气预报

预计26日20时～29日20时各地累积雨量

26日白天

受冷空气影响，海南岛北
部、东部和中部地区多云间阴
天，局地有小雨，西部和南部地
区多云。

26日夜间～29日白天

受热带气旋外围环流和冷空气共
同影响，海南岛东半部地区有大到暴
雨、局地大暴雨，西半部地区有小到中
雨、局地大雨。

制图/杨千懿

高标准抓好疫情防控

本报石碌10月25日电（记者张文
君 特约记者黄兆雪 通讯员冯定坤）为
进一步提高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覆盖率，
昌江黎族自治县日前已启动3岁至11岁
人群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并专门设
置4个接种点。这是海南日报记者10月
25日从昌江县政府有关部门获悉的。

10月25日，在昌江石碌镇红林医
院的新冠疫苗接种现场，记者看到，不少
家长带着小孩前来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同时，现场有专业医生和护士驻守，做好
医疗救治保障，特别是疑似异常反应救
治保障。

据悉，昌江已设置了县城红林医院、
石碌镇城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石碌镇
城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太坡卫生院4
个接种点，方便3岁至11岁人群接种。
该县还组织2辆流动接种车到各乡镇开
展3岁至11岁人群新冠病毒疫苗接种
工作。

设置4个3至11岁人群接种点
昌江

本报海口10月25日讯（记者刘梦
晓 通讯员陈尾娇）“孩子有没有过敏
史？”“近期是否有感冒发烧或腹泻等情
况？”“14天内有没有接种过其他疫苗？”
10月25日，在海口市美兰区英才小学3
至11岁人群新冠疫苗接种点，现场医护
人员认真询问学生及家长相关信息，并
为符合条件的学生接种疫苗。

学生家长林女士说，当天上午在班
级群里接到老师的通知，下午就请假过
来带孩子打疫苗了。“因为我接种过疫
苗，知道疫苗接种是安全、有效的，所以
让孩子尽早接种疫苗自己也放心。”

海口市英才小学副校长邱启秀介
绍，全校学生共2966人，其中六年级9
个班级共480余人，符合接种条件的六
年级学生约460人。“按照从高年级到低

年级的接种顺序，预计本周内全校学生
能全部完成接种。”

美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张
德健介绍，此次接种由海口市妇幼保健
院具体负责，同时区疾控中心从3个社
区卫生服务站抽调了10名医护人员、10
名网格员配合现场接种。为了确保接种
过程安全有序，此次接种还专门安排了
一辆载有全套急救医疗设施的儿童医护
车，以及一名儿童医生全程跟踪。

“这是美兰区卫健委在学校设立的
第一个3岁至11岁人群新冠疫苗接种
点，接下来我们还会陆续在其他学校设
点接种。”美兰区卫健委主任王贤华表
示，美兰区3岁至11岁接种目标人群
为逾9万人，计划在12月底完成此类
人群的两针接种。

3至11岁人群新冠疫苗接种进校园
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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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0月 25日讯（记者郭
萃）10 月 25 日下午，海口菜篮子产
业集团云菜直销档口正式开业，该档
口位于海口市菜篮子江楠农产品批
发市场内鲜菜一区18档，将面向全
省长期供应云南出产的优质蔬菜。

为增强应对台风等恶劣天气及
突发事件时期的菜篮子保供稳价能
力，海口市菜篮子集团进一步加强
与岛内外蔬菜生产基地及供应商对
接联系，加大调运储备保供应。云
南是蔬菜生产优势地区，也是我省
岛外叶菜的主要供应地，市菜篮子

集团多次考察，与当地蔬菜产业龙
头企业洽谈合作，推动岛外产地蔬
菜直发保障供应。

此次，海口市菜篮子集团与云
南蔬菜产业龙头企业——云南省国
资控股的云南盛世晨农集团达成合
作，双方携手开展云菜基地直发保
障供应，通过位于海口市菜篮子江
楠农产品批发市场内鲜菜一区 18
档口，长期供应云南出产的优质蔬
菜，弥补生产淡季本岛叶菜供应不
足。在补齐市菜篮子产业集团在批
发环节短板的同时，打造从生产种

植、批发流通、终端零售，到食堂餐
桌的蔬菜全产业链条，更好地完成
海口市平价菜保供惠民工作，并面
向全省开展蔬菜直销业务，在全省
平价菜保供惠民工作中充分发挥国
企市场调控作用。

昆明盛世晨农农业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负责人表示，本次海口菜篮子
产业集团云菜直销档口的开业，是琼
滇合作的一次新尝试，也是两地政
府、两地国有企业肩负社会担当的一
次创新合作。昆明盛世晨农公司作
为云南省发展超过30年的国有控股

的农业龙头企业，也将秉承国有企业
的社会责任，与海口菜篮子产业集团
一同做好保供惠民工作，并通过本次
设立直销档口的合作共享渠道、资
源，充分发挥两地产业、产品优势，
形成互补、互助的合作业务模式。

海口市菜篮子集团相关负责人
表示，下一步，双方将在设立云菜直
销档口的合作基础上，深化务实合
作，探索订单农业，建立长期稳固的
订单保供机制；双方共享资源、渠
道，通过双向贸易实现两地农产品
互通有无，互利互惠。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通讯员 王聘钊

“之前连续来了两个台风，让我损
失惨重。现在政府给了补贴，缓解了我
的压力。”签字、领取治虫物资和种子
券，10月25日下午，在海口市美兰区加
乐常年蔬菜生产基地，一场面向近郊常
年蔬菜生产者进行物化补贴的活动上，
种植户陈祥芝在登记表上签下了自己
的名字。随即，工作人员向陈祥芝发放
了300张诱虫板、300斤生石灰和80元
的种子券。这将帮助他恢复叶菜生产。

陈祥芝口中的两个台风，是前不
久的“狮子山”和“圆规”。他说，由于
菜地地势低，两个台风带来的连续降

雨，致使5亩多的菜地泡了水，自己和
妻子辛辛苦苦种的小白菜、油菜、黑叶
白等市场热销菜全都遭了殃。“最深的
时候，水有20多厘米深，把快成熟的
菜全都给淹了。”

而今，雨过天晴，海南日报记者在
陈祥芝的菜地里看到，原本长满了叶
菜的田地变得光秃，由于土壤还没干，
踩上去还能留下深深的脚印。

“要恢复生产，就要先给土壤消
毒。”不仅收到了物资，陈祥芝还在田
头收获了专家的指导。海南省农业科
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副研究员曾向萍
对陈祥芝说，一亩地用80斤左右的石
灰消毒后，就可以重新种菜了，“生石

灰遇水会发热，咱们就是利用这个原
理，烧死土壤里的虫子和病菌，对后续
叶菜的生长有好处。”

不仅是陈祥芝，陆志勇、陆成忠等
首批30多位种植户，均已领取了补贴
物资。“天气预报说这两天还会有雨，
专家也叮嘱我们，要等雨下完再洒石
灰。”陆志勇说。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此次向海
口市近郊常年蔬菜生产者发放物化补
贴，针对的是受国庆期间连续降雨及
台风“狮子山”“圆规”影响而导致减
产、绝收，且种植面积在3亩以上的常
年蔬菜种植户。

“现在发放物资，等一两个月以

后，受损的农户又能种出新菜，保障市
场供应。”海口椰海叶菜联盟、海口海
农协蔬菜产销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程方
遒介绍，近来连续的降雨天气，对海口
市蔬菜生产造成严重影响，出现了蔬
菜供应量不足，蔬菜价格出现反弹等
现象。为保障近期及元旦期间海口蔬
菜供应，稳定价格，海口市农业农村局
帮助近郊1900余户菜农恢复生产，并
以物化补贴方式对他们进行扶持，总
计补贴经费31万余元。

“这个补贴来得很及时，还有专家
下地指导种菜，我们恢复生产也就更
容易了。”菜农们高兴地说。

（本报海口10月25日讯）

本报海口10月25日讯（记者孙
慧）10月25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省医
疗保障局获悉，该局近日曝光2021年
第九期违规使用医疗保障基金典型案
件，三亚哈尔滨医科大学鸿森医院、三
亚市妇幼保健院、海南圣巴厘医院等
8家医院因超医保限定支付范围用
药、超标准收费等违规使用医保基金
被查处。

三亚哈尔滨医科大学鸿森医院、
三亚市妇幼保健院、海南圣巴厘医院、
三亚市崖州区崖城卫生院等4家医
院，被查实存在超标准收费、超医保限
定支付范围用药、重复收费等违规使
用医保基金行为。依据相关规定，三
亚市医疗保障局约谈这4家医院主要
负责人，责令整改违规问题，并分别追
回违规使用医保基金 49.016 万元、
60.844万元、2.694万元、4.795万元。

海南杏林肛肠医院、海口健强医
院2家医院被查实存在重复收费、分解
收费等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依据
相关规定，省医疗保障局责令两家医
院整改违规问题，并分别追回违规使
用医保基金41.76万元、37.143万元。

东方琼西医院被查实存在超限定
价格、超限定条件用药、超医院级别用
药等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依据相
关规定，东方市医疗保障局约谈该院
主要负责人，责令整改违规问题，并对
违规问题进行全市通报。目前，东方
市医保局已追回该院违规使用医保基
金24.012万元，剩余部分正进一步追
缴中。五指山市眼科医院被查实存在
不合理多收费等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
为。五指山市医疗保障局责令该院整
改违规问题，追回违规使用医保基金
1.601万元。

保供稳价

本报海口10月25日讯（记者邓海
宁）10月25日上午，以“新时代、新技能、
新梦想”为主题的2021年海南省技能大
赛暨海南省自贸港第一届技能大赛——
家庭服务行业技能竞赛在海口开幕。

本次竞赛由海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主办，为期2天，分为初赛理论知

识考试和决赛实操技能两个阶段进行，
共有家政服务员、育婴员、养老护理员3
个比赛项目。来自全省各市县的130
余名选手参加比赛，获奖选手除了可获
得名次荣誉和奖金奖励外，还可以晋升
职业技能等级，整个竞赛将通过网络视
频直播和图片直播的方式同步播放。

我省举办家庭服务行业技能竞赛

海口市菜篮子集团启动云菜入琼批发直销

菜自“云”来 保供惠民增渠道

海口对1900多户近郊菜农进行物化补贴

种菜有“料”恢复生产添信心

省医疗保障局曝光第九期违规使用医保基金典型案件

8家医院违规使用
医保基金被查处

补贴种苗 助农增收
10月25日，农户在三亚市热带农业科学研究院水蛟基地筛选、嫁接青瓜种苗。
为抢抓冬种时机，助力农民增收，三亚日前实施2021年冬季良种补贴项目，在政府给予补

贴后，农户可以优惠价格购买瓜菜种苗。三亚市热带农业科学研究院扎实做好农作物良种补贴
项目实施工作，积极培育青瓜、茄子、辣椒等冬季瓜菜嫁接种苗500万株，目前优质种苗已经开
始送到预订农户手中。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本报海口10月25日讯（记者陈蔚
林）10月24日，由海南省教育厅主办的
海南省首届中小学班主任基本功技能
大赛暨展示交流活动在海口举行，来自
全省各市县的76位参赛选手，代表省
内3万多名中小学班主任同台竞技。

本次大赛主题为“立德树人，为党
育人，争当新时代好老师”，分为小学
组、初中组、高中组同时进行。参赛选
手通过“带班育人方略（含育人故事）”

和“教育情景应答”两个项目的现场展
示，以及“主题班会课实录”视频评比，
综合决出各学段基本功技能综合水平
一、二、三等奖和优秀组织奖。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大赛设置了线
上直播和图片直播，线上观看直播的观
众超过了30万人次。

本次大赛由海南省教育研究培训
院指导，海南广播电视总台青少频道承
办，各市县教育局协办。

海南举办首届中小学班主任基本功技能大赛

76名选手同台竞技

本报海口10月25日讯（记者习霁
鸿 通讯员刘爽 杨仁勇 吴春娃）据海
南省气象部门10月25日消息，南海热
带低压有可能于26日发展为台风（热
带风暴级），并于 27日凌晨到上午在
越南东南部一带沿海登陆。受热带气
旋外围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26日
夜间～29日白天海南岛东半部地区有
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海南省气象部门提醒：南海中
部、南部海域作业渔船及过往船只注
意避开大风影响区域；预计26日夜间
～29日，文昌、琼海、屯昌、琼中和万
宁等市县将出现 100～200 毫米、局
地 250 毫米的降雨，目前上述地区土
壤饱和度高，需严加防范中部、东部
山区的地质灾害，并做好水库安全管
理工作。

26日夜间至29日白天
海南岛东部有强降雨天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