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省新闻 2021年10月29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蔡佳倩 美编：张昕 检校：张媚 陈旭辉A06 综合

■■■■■ ■■■■■ ■■■■■

本报海口10月28日讯（记者邱
江华）海南日报记者10月28日从省社
保中心获悉，我省已将52种门诊慢性
特殊疾病待遇认定工作授权给全省53
家二级以上定点医疗机构办理。参保
人员申请慢性特殊疾病待遇时，在53
家定点医疗机构中选择一家，递交申请
材料，由医院组织专家进行审核和认
定，通过后即可享受医保报销待遇。

省社保中心医疗保险处副处长窦
建锋介绍，近年来我省不断扩大门诊
慢性特殊疾病病种目录，扩大病种报
销范围。截至今年9月，已将各种恶
性肿瘤、高血压、糖尿病等52个病种
纳入医保报销范围。

然而，过去参保群众在医院确诊慢
性病后，要在医院填写申请表格，收集
病史资料，然后由医院将申请表、病史

资料等材料送参保地医保中心审批，审
批通过后参保人才可以到医院取药治
疗报销，存在办理手续多、材料多，办理
周期长等问题，甚至每个月用药还需再
次到医院审批，为患者就医增添了麻
烦，报销待遇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为改进门诊慢性特殊疾病待遇申
请认定流程、缩短办理时间、减少群众
多次跑腿的麻烦，今年以来，我省有关

部门结合“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实
践活动，深入群众和定点医疗机构走访
调研，推动将所有门诊慢性特殊疾病的
认定工作授权给符合条件的医院认定。

今年6月，省医疗保障局印发《关
于调整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慢性特殊疾
病有关规定的通知》，决定自9月1日
起将门诊慢性特殊疾病待遇认定工作
授权给全省53家二级以上定点医疗

机构办理。参保人员申请慢性特殊疾
病待遇时，可以就近确诊、就近申请、
就近治疗，更少跑腿，更快办理。

据了解，自9月1日改革落地实
施以来，我省在定点医疗机构直接认
定享受门诊慢性特殊疾病待遇的参保
人数超9400多人，医保报销费用超
919万余元，约占全省认定门诊慢性
病申请人次的70%。

我省将门诊慢性特殊疾病认定权下放至53家定点医院

群众少跑腿 报销更快捷

海南举办高A级景区
服务礼仪培训研讨班

本报金江10月28日电（记者陈蔚林 通讯
员陈颖春）2021年海南自贸港高A级景区服务
礼仪规范化与个性化培训研讨班10月27日在
澄迈开班，旨在帮助学员掌握基础接待礼仪及根
据各景区情况建立个性标准，全面提升我省旅游
景区综合旅游服务水平，推动我省旅游产业高质
量发展。

本次培训由省旅文厅主办，培训期间邀请了
实操型专家进行专题授课，设置了“职业角色定位
与卓越的服务素养提升”“服务沟通与表达”“职业
景区职员形象塑造”“景区服务举止仪态”“投诉应
对与处理技巧”等专题课程。

主办方负责人在开班仪式上指出，文旅部颁
发有关文件，强调把持续提升旅游服务质量作为
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领域，一手抓服务质量
监管不放松，一手抓优质服务促进不动摇。当
前，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旅游业受到较大影
响，从业人员更应合理安排时间修炼内功，从服
务礼仪规范化与个性化入手，不断提升高A级
旅游景区的品质和服务，增强广大游客的获得
感、满足感、体验感、沉浸感。希望学员们带着
思考学、集中精力学，将学习成效转化为实实在
在的工作成效，转化为加快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
的不竭动力。

全省4A级以上及 2020—2021 年新评 3A
级旅游景区的运营总监、游客服务中心主任及后
勤保障负责人参加培训。

海南自贸港首届特级
教师大讲坛活动开幕
8个特级教师工作站正式启用

本报海口10月28日讯（记者陈
蔚林）10月28日，海南自由贸易港首
届特级教师大讲坛活动在海口开幕。
开幕式上，8个第二届特级教师工作
站正式启用，吹响“双减”背景下特级
教师引领全省教师聚焦学生核心素养
开展课堂变革的集结令。

特级教师工作站是一个由工作站
站长、副站长、工作站秘书和特级教师
组成的专业联盟。每个基础教育特级
教师工作站在对口服务市县建立基地
校1至2所，学前教育、职业教育特级
教师工作站在东、西、南、北、中等五个
片区各建立基地校1至2所，根据基
地校需求开展定期帮扶指导，并将基
地校作为工作站的活动基地和教育教
学改革样本示范校的打造学校。

海南自由贸易港首届特级教师大
讲坛活动由省教育研究培训院、省特
级教师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办，来自
全国各地的数十名特级教师、教学名
师齐聚椰城，利用这一省内外特级教
师展示交流、引领辐射、共同发展的学
术平台，共同开阔特级教师专业视野、
增强特级教师专业魅力、提升特级教
师专业品质，为我省基础教育优质均
衡发展提供更多的专业支持，为全省
广大教师提供更多足不出岛与全国
名师零距离交流的机会。

海口毒品预防教育骨干
师资培训班开班

本报海口10月 28日讯 （记者计思佳）10
月 27日，2021 年海口市毒品预防教育骨干师
资培训班开班仪式举行。来自各区教育局、各
学校禁毒工作相关负责人300余人现场学习禁
毒工作的基本知识，了解创建禁毒教育示范校
的注意事项。

培训现场，海口市教育局要求，各区教育局、
各学校要充分认识学校毒品预防教育工作的重
要意义，全面落实学校毒品预防教育工作的各项
措施，要发挥学校课堂教学主渠道主阵地作用，
加强学校禁毒教育师资培训工作，积极开展“毒
品预防教育示范学校”创建活动。

据介绍，海口将建设一批市级毒品预防教育
示范学校，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进一步提高
全市学校毒品预防教育工作的实效性。

改革带来
大便利

所有门诊慢性特
殊病种都授权医院认
定

参保人符合门诊慢性
特殊疾病申请条件的，从
住院治疗、确诊慢性病，到
认定和享受门诊慢性特殊
疾病待遇，可以在医院“一
站式”办理，减少群众跑腿

授权医院认定后，申
请门诊慢性特殊疾病认定
的时间由过去的1到2个
月时间，缩减到现在的10
个工作日左右，效率提升

患者就医选择增
加，可以选择两家医院
进行慢性病治疗，此前
只能选择一家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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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海多部门到潭门
开展环保宣传

本报嘉积10月28日电（记者袁
宇 通讯员彭子娥）10月28日，海南日
报记者从琼海市生态环境局获悉，该
市组织市生态环境局、市综合行政执
法局、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潭门镇政府
等，在潭门联合开展环保法律进社区
宣传活动。环保法律进社区宣传活动
还将在博鳌镇和长坡镇开展。

此次活动结合潭门镇的养殖特征，
主要宣传排污许可管理条例和新修订
的固废法，深入开展养殖尾水排放宣传
工作和美丽海湾环境保护工作，以及养
殖户环评手续办理的法规宣传。

本报石碌10月28日电（记者张
文君 特约记者黄兆雪 通讯员冯定
坤）昌江黎族自治县近日起启动对11
株古树复壮保护修复，采取“一树一
策”方式，逐一进行修复，确保每株古
树焕发新的生机，预计年底前结束修
复。这是海南日报记者10月28日从
昌江县政府有关部门获悉的。

10月28日，记者在七叉镇乙劳
村看到，有关专家正在指挥杨开等3
名技术员对一棵杧果树进行修复。

只见杨开等技术员沿着古树一米外
开挖一个圆沟，按量施足有机肥、生
物菌及营养土，清除腐烂的部分，施
药驱除白蚁，并填补树洞，使空腐部
位不再受到病虫和雨水的侵害。

该杧果树估测树龄323年，古树
等级为二级，存在树冠上方有枯枝，
树皮腐烂有树洞，树干受白蚁危害等
问题。“为此，我们对受损杧果进行施
肥、清腐、防白蚁、填补树洞等环保处
理，使空腐部位不再受到病虫和雨水

的侵害，从而达到复壮修复的目的。”
修复古树技术员杨开说，开展古树复
壮修复，是保护林业资源、保护生物
多样性的一项重要内容。

据了解，古树指树龄在100年以
上的树木；名木指具有重要历史、文
化、观赏与科学价值或具有重要纪念
意义的树木。昌江共有363株古树
名木。

昌江县林业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在古树名木资源普查验收过程

中，发现部分古树存在枝干枯腐、木
质部裸露等问题，导致古树长势衰
退，加剧衰老，急需采取措施进行保
护。为加强古树名木的保护与管
理，昌江不仅严格按照规划进行保
护，根据“树权所有”和“就近就便”
原则，与保护管理单位（人）签订“古
树名木责任管理”，明确保护与管理
职责，还每年组织专家和技术员前
往抢救受损的古树名木，对其进行
复壮修复。

昌江启动古树复壮修复工作，“一树一策”精准保护

11株古树或将重获新生

近日，在昌江黎族自治县循环经济工业园内，南繁产业科技示范园项目工程已进入收尾阶段，厂房设计
大气磅礴，独具一格。

该项目建设用地61.62亩，总投资3.2亿元。项目拟建设以南繁育种与热带农产品加工为基础，集农业
科研、生产、销售、科技交流、成果转化、互联网产业为一体的现代南繁产业科技示范园。

图文/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杨耀科

昌江南繁产业科技示范园：

厂房建设收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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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琼海市纪委监委始终坚
持把家风建设摆在党风廉政建设的
重要位置，作为廉政教育一项基础工
作来抓，创新方式方法，积极引导全
市广大党员干部从自身做起、从家庭
抓起，把家风建设作为砥砺品行的

“磨刀石”，廉洁修身、廉洁齐家，共同
筑起拒腐防变的“立体防火墙”。

为充分发挥家风建设在反腐倡
廉中的重要作用，着力倡导清廉家
风，琼海市纪委监委每年联合市妇联

举办“传承优良家风、建设廉洁家庭”
活动，组织党员领导干部及其家属接
受廉洁教育，聚集家庭每个成员助力
廉政建设的正能量，教育领导干部家
人当好“守门员”。为此，该市纪委监
委还在多所学校建立了“国学馆”“廉

洁课堂”等廉政文化教育基地，定期
举办廉洁教育活动，为学生开设廉洁
修身教育课。

为让廉政文化、廉洁家风深入基
层，深入老百姓身边，琼海市将廉政
文化阵地建设作为美丽乡村规划建

设的重要内容，结合美丽乡村建设在
嘉积、石壁、龙江、万泉等镇的中心村
委会建成了多个廉政文化示范点，有
的专门打造成警示教育室，有的结合
街道整治建成了党风廉政文化街，有
的结合村道建设建成了党风廉政文

化宣传长廊，把无形廉政文化与有形
廉政景观嫁接起来，在寓廉于景、廉
景融合中打造廉政文化景观点、风景
线，让普通基层党员和群众接受廉政
文化的熏陶，真正让廉政文化融入日
常，化风成俗。（撰稿/易修呈 杨宁）

琼海市强化家风建设

助力党员干部廉洁履职

10月27日下午，琼海市纪委监
委组织80余名党政主要领导干部
家属参观“牢记前车之鉴 绷紧纪律
之弦”2021年全省党员干部警示教
育巡回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全
面从严治党……”在讲解员的引导
下，观展人员认真回顾了全省全面
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斗争工作取得的成果。

随后，观展人员观看了全省
2020年以来查处的63起违纪违法
典型案例。这些案例以案释纪释
法，让观展人员深受教育。特别是
在“整治特权思想 严格家风家教”
板块，干部家属们认真聆听讲解，仔

细观看案例，驻足良久。
最后，观展人员还观看了落马

官员的自述沙画视频《慎始方能善
终》。“我没有管好自己，也没有管
好家人，不仅是我此生最大的

‘错’，更是我此生最大的‘罪’，抚

心而思，痛彻心扉。”。一幅幅警示
图片、一个个鲜活案例，展现了违
纪违法人员的蜕化变质过程，违纪
违法人员痛彻心扉的悔悟心声，使
观展人员的心灵受到震撼、思想受
到洗礼。

“此次观展，我意识到不仅要严
格要求自己，当好‘廉内助’，更要时
刻提醒爱人，保持一颗平常心，淡泊
名利，严格遵守党纪国法。”参观结
束后，一位领导干部家属表示。

（撰稿/张一凡）

琼海市组织80余名领导干部家属参观警示教育巡回展

整治特权思想 严格家风家教

10月 28日上午，琼海市组织
市四套班子领导成员、市委管理领
导班子党政“一把手”共120余人观
看警示教育片《铁纪护航自贸港》，
进一步强化警示教育，发挥典型案
例的治本功能，一体推进不敢腐、不
能腐、不想腐。

《铁纪护航自贸港》讲述了相
关违纪违法典型案例，以案明纪、
以案释法，给与会人员上了一堂触
及灵魂的警示教育课。帮助广大
党员干部增强纪律规矩意识，继续
扎紧不能腐的制度笼子，筑牢不想
腐的思想堤坝。教育引导党员干
部要强化宗旨意识和自律意识，时
刻坚定理想信念，保持清醒头脑，
筑牢思想防线，永葆廉洁底线，为
推进清廉自贸港建设贡献力量。

观看结束后，与会人员纷纷表
示，今后一定要提高思想认识，以
案为戒、警钟长鸣，从中吸取教训，
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在严格要
求自己的同时管好配偶、子女，廉
洁修身，廉洁齐家，清清白白做人，
干干净净做事。 （撰稿/史桂）

我省近百名快递员
集中加入工会

本报海口10月28日讯（记者陈雪怡 通讯
员曾文）为切实保障快递员群体合法权益，进一步
做好快递行业建会入会工作，10月28日，全面推
进快递企业“会、站、家”一体化建设启动暨非公快
递企业5万职工网上集中入会仪式海南省分会场
在海口举办。

本次入会仪式采取主会场和海南分会场相结
合、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形式，由省总工会、省邮
政管理局共同组织举办。

仪式上，全国总工会通过在线视频发布“会、
站、家”一体化建设标识，举行网上“会、站、家”一
体化建设网点揭牌仪式。随后，全省8家快递企
业近100名快递员代表在工会会员代表的带领下
举行海南分会场集中入会仪式，进行了庄严的集
体宣誓，正式成为工会组织会员。宣示中，代表们
领取了省总工会颁发的入会会员证和会徽等，成
为工会组织“大家庭”的一员。

据了解，本次活动是深入贯彻落实国家邮政
局、全国总工会等7部委印发《关于做好快递员
群体合法权益保障工作的意见》文件精神的重要
举措，是落实深入开展关爱快递员“暖蜂行动”的
重要抓手，将有效推进全行业“会、站、家”一体
化建设，让关心关爱“快递小哥”服务在身边，践
行在基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