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省新闻 2022年2月28日 星期一
值班主任：丁静 主编：蔡佳倩 美编：张昕 检校：叶健升 王赛A04 综合

■■■■■ ■■■■■ ■■■■■

澄迈暂停举办
50人以上活动
各景区景点开放

本报金江2月27日电（记者高
懿）2月27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澄迈
县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获悉，2月
27日起，澄迈县各景区景点可在严格
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的基础上开放，并
暂停举办50人以上的各类旅游、文
化、体育活动。

据澄迈县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
要求，澄迈县各景区景点需严格落细
落实查验健康码和行程码、测体温、规
范佩戴口罩等防控措施要求，配足防
疫物资，定期通风和消毒。做好从业
人员健康监测和管理，要求所属员工
增强个人防护意识，关注自身健康状
况，坚决杜绝员工带病上岗，规范佩戴
口罩，保持安全社交距离，做好个人防
护，配合各项防疫工作。

同时，严格落实“限量、预约、错
峰”要求，控制人员接待上限，落实门
票预约制度，及时疏导客流；要分类完
善应急预案，做好清洁消毒和公共卫
生工作；要强化饮水、食品和环境卫生
工作，保证群众旅游活动正常进行，最
大限度降低疫情传播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在疫情防控工作
中遇有突发事件应迅速处置，在第一
时间向属地防疫指挥部报告的同时及
时向该局报告。

即日起，对防控工作落实不到位
的企业一律要求整改，拒不整改的停
业整顿。

高标准抓好疫情防控

3月上中旬我省各地
降水量偏多

本报讯（记者习霁鸿 通讯员云
蓓 邢彩盈）据省气象部门预报，预计
3月1日至3月20日，我省各地降水
量以偏多约2~3成为主，海南岛西部
和南部地区降水量6.0~20.0毫米，其
余地区20.0~45.0毫米；各地平均气
温以略偏低为主，期间极端最低气温
主要出现在3月中旬中期。

本报讯（记者刘梦晓 实习生张
梦真）近日，位于海口市国兴大道的
美舍仕家安居房项目工地上工人干
劲十足，正在进行室内装修。作为海
口市首批开展试点建设的安居房项
目，该项目日前获评全省装配式示范
项目。

美舍仕家安居房项目建设房屋
套数为 288 套，用地面积 11.35 亩。
目前两栋高层住宅主体结构已封
顶，爬架已全部拆除，室内装修已完
成30%。

“采用装配式建造不仅提高建筑
工程质量品质，还能提高工程效率效

益。”据施工方项目相关负责人介绍，
内墙采用预制混凝土墙板替代传统的
砌块砖，再结合铝模工艺，墙面平整，
质量有保证。项目两栋高层住宅楼的
装配率达到53%以上，楼板、楼梯也
采用装配式建造。

海口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近年来，海口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
促进建筑产业优化升级，推动城市绿
色发展。据统计，2021年，海口市通
过装配式实施方案评审的项目共98
个，装配式建筑面积达805.8万平方
米，其中政府投资建设项目达246.18
万平方米，社会投资建设项目达

559.62万平方米，基本实现装配式建
筑应做尽做。接下来，该部门将积极
发挥装配式示范项目的示范引领作
用，总结应用好建造经验，推动海口
装配式建筑发展。今年，海口市住建
局将积极谋求申报全国装配式建筑
试点城市。

海口去年获批实施98个装配式项目
今年将积极申报全国装配式建筑试点城市

海口市通过装配式实施方案

评审的项目共98个

本报海口2月27日讯（记者昂
颖）2月 26、27日晚，海南岛春季国
际艺术展舞台艺术精品 2022 年展
演剧目——中央芭蕾舞团大型原
创芭蕾舞剧《敦煌》在海南省歌舞
剧院连续上演两场精彩演出，引领
着海南观众了解大漠宝藏，展现敦
煌文化保护传承者百折不挠的坚
守与奉献。

一开场，宏大的弦乐铺就出大漠
黄沙的背景，排箫阵阵让大漠敦煌的
主题跃然眼前。随后，身着敦煌特色

服装的演员们舞姿婀娜，用曼妙的芭
蕾语言追寻着敦煌壁画中灵动且充
满生机的线条。“飞天”“伎乐胡旋”

“美音鸟”等经典舞段，集中展现了传
承千年的敦煌艺术结晶，深深吸引着
现场观众。

这部剧创新性地运用古典和现
代芭蕾共融的表现手法，以一对热爱
痴迷于敦煌艺术的恋人的情感波澜
入手，从敦煌文化的守护者、传承者、
研究者视角出发，歌颂了中华民族源
远流长的文明之脉和巧夺天工的文

化遗存，带领观众了解一代代敦煌文
化守护者的艰辛付出。

“这部舞剧也许会让你觉得有
些‘眼熟’，因为 2019 年春晚舞台
上的舞蹈《敦煌飞天》正是出自于
此。”芭蕾舞剧《敦煌》导演、编剧费
波表示，选择创作这部作品，是出
于对敦煌文化艺术及一代代敦煌
文化守护者由衷的敬意，“希望通
过舞剧《敦煌》，让世界更多的人领
略到敦煌的千年文化，以及背后的
人文精神。”

“这是西方芭蕾的足尖演绎与
东方传统壁画艺术的完美融合，令
千年壁画在舞台上‘重生’，展现了

浓郁的艺术魅力。”特意带着孩子前
来观演的海口市民曹田楠告诉海南
日报记者，能在家门口看到国家级
的精彩演出，太让人兴奋了。希望
孩子能够在其中了解到中国优秀传
统文化。

据悉，海南岛春季国际艺术展舞
台艺术精品展演活动正在火热进行，
遴选了曾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
奖、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中国文
化艺术政府奖——文华奖等国家级
奖项的多台精品剧目，后续还将上演
舞蹈诗剧《只此青绿》、轻歌舞剧《白
蛇》，均是我国近年来涌现出的舞台
艺术精品。

芭蕾舞剧《敦煌》在海口连演两场

用足尖艺术演绎“敦煌大爱”
关注2022海南岛春季国际艺术展

目前，海南昌江海尾国家湿地公园（试点）边界处设立了界碑、界桩
和交通指示牌，园区已完成1800亩湿地水面修复，园区内的林木种植、
园林化打造已基本完成。随着公园生态保护力度的加大，越来越多的鸟
类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2月25日，白鹭在海南昌江海尾国家湿地公园（试点）觅食。
➡2月25日，黑脸琵鹭栖息在海南昌江海尾国家湿地公园（试点）。

生态环境好
鹭鸟先知道

本报海口2月27日讯（记者计
思佳 实习生蒋沁雨）2月27日，在明
媚的春光中，海口多所高中举行18
岁学生成人礼仪式。现场，高三的学
生以青春为名，高唱热血歌曲，为梦
想宣誓，场面壮观，令人振奋。

“天地为鉴，国旗为证。十八而
志，青春万岁！”活动中，高三学子们
进行成人宣誓，学校为同学们赠送
《宪法》和成人徽章，祝愿同学们迎来
崭新的人生阶段。同学们也面向全
体高三教师鞠躬，行拜师礼，献上鲜
花，深情相拥，感谢老师们3年来的
辛勤付出和谆谆教导。

在成人宣誓环节，高三教师、高
三学子齐声高喊，激情澎湃的誓言
声激荡校园。

“我大声喊出了我的高考目标。”
海南华侨中学高三（2）班学生陈芮熙
说，她的理想高校是武汉大学，在距
离高考还有100天的时间里，我一定
会全力以赴，为实现自己的梦想努力

奋斗。”
活动中，校长们也纷纷为同学

们送上真挚的祝福。海南华侨中
学党委书记、校长林珏祝贺同学们
正式开启青春的大门，迈进成人的
序列。同时，她勉励高三学子们，
在最后100天里，抛弃一切犹豫和
懈怠，扫清一切干扰和障碍，攻坚
克难、战胜自我，用优异的高考成
绩向自己的 18岁献上一份最珍贵
的礼物。

“在十八岁成人典礼上，我和你
们的老师、父母一同见证了这一庄
严又神圣的时刻，江山代有才人出，
今日你们立下铿锵的誓言，明日且
看你们一览众山小！我们静心期待
大家，在凤凰花开的六月，创造属于
自己的辉煌！”海口市第一中学副校
长鼓励同学们志存高远，尽自己最
大的努力考上心仪的大学，学成后
为海南自贸港发展和祖国建设作出
应有的贡献。

“成人礼既让学生充分意识到跨
入十八岁成人行列的意义，也激发了
高三学子们昂扬的斗志，帮助他们坚
定了目标、明确了方向、鼓舞了士

气。在接下来100天的高考准备中，
我们高三全体师生一定会铭记使命、
踏实奋进。”海南华侨中学高三年级
组组长霍春莲接受采访时说。

我省多所高中为高三学生举行成人礼仪式

感师恩 担责任 追梦想

2月27日上午，海南华侨中学高中部举行2022届高三学生成人礼。
本报记者 陈若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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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发布以来，

自贸港政策优势凸显，不仅吸引大批国内外企业落
户，也为海南与内地联动发展数字经济产业创造了
条件。”吴清吉说，园区在数字新赛道上进行前瞻布
局，致力于发展以数字经济为主导，以智能物联、数
字贸易、金融科技和国际离岸创新为核心的四大垂
直产业集群。同时按照产业发展方向对企业进行
筛选，重点引进外向型、技术先进型和引领型等高
质量发展企业，“腾笼换鸟”释放发展新动能。

“此外，园区还对不同发展阶段企业采取不一
样的支持策略，为不同企业提供灵活的解决方
案。”吴清吉介绍，对龙头企业，园区与其共建产业
生态，助其规划战略布局；对成长型企业，通过协
调化市场基金、匹配政府扶持政策支持企业做大
做强；对初创企业则面对面洽谈、提供创业辅导
等，帮企业降低成本。

“精准服务”布局发展新目标

因看好海南自贸港的发展潜力，近两年，字节
跳动、映客、小米等知名企业纷纷入驻海口复兴
城。同时，施耐德、普华永道等来自22个国家和
地区的200多家外资企业也纷纷抢滩，跨境资金
流动非常活跃。

国内外头部企业的入驻不仅带动了产业上下
游生态链的发展，更对园区的运营、服务提出了更
高要求。

“要想让园区保持发展势头，招商引资一直热
下去，靠的是营商环境。”吴清吉说，为给企业提供
精准服务，海口复兴城开展“政园企”联动服务新
模式。“将政务服务大厅直接设在园区，设立全省
首家‘24小时政务服务超市’，实现全天‘不打
烊’，让企业不出园区就可以办理政务事项。”

对此，海南自贸港网红孵化基地创新业务中
心总经理林道卓深有感触。“5年前，我就是复兴城
的首批新媒体创业者，当时各种手续、材料都要自
己跑。现在，园区在业务办理、人才服务等方面下
足功夫，为企业从落户到运营提供‘一条龙’服务。”

“十四五”期间，海口复兴城将迎来新发展阶
段，并提出“2025年产业规模超2千亿，入驻企业
超过7千家，入驻员工超过5万人”的目标。

目前，海口复兴城已启动二区西海岸互联网
总部基地建设，作为支撑未来5年千亿产业规模
的空间载体。该项目以“智慧园区”和“产业社区”
理念进行规划建设，将形成产、学、研、住、商、娱为
一体的智慧型产业社区。

围绕四大垂直产业集群，园区二区在招商领
域已开始谋篇布局。“为加快释放发展新动能，全
力激活新要素，园区瞄准数字新赛道加大前瞻布
局。”吴清吉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接下来园区将继
续根据海南自贸港建设调整优化产业发展策略，
从注重对GDP、税收等经济贡献转为更加注重培
育创新创业企业，做强产业链，做深价值链，高质
量打造千亿级数字经济产业集群。

（本报海口2月27日讯）

向千亿级数字经济产业
集群进发

东方为80岁以上老人
上门办理高龄补贴认证

本报八所2月27日电（记者张文君 特约记
者方宇杰 通讯员武海霞）“多亏工作人员上门服
务，为我办理了高龄补贴认证手续。”2月27日，91
岁的东方市市民刘仍蝉说。据介绍，长期以来，“高
龄长寿老人补贴”申领工作存在老人办事难、申报
材料多、办理时间久等难题。东方高龄补贴申报和
复审平台上线后，工作人员可以上门为老人办理相
关业务，老人不用跑路，在家就能过年审。

据了解，东方“高龄长寿老人补贴”智能审批
系统今年1月正式上线试运行，东方市户籍年满
8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可登录手机办理，截至目前
线上办件量已1000多件。

海口计划新建
一所现代职业学校
现向社会公众征集意见

本报海口2月27日讯（记者计思佳）2月25
日，海口市教育局发布《关于海口现代职业学校项
目征集社会公众意见的公告》（以下简称《公
告》）。根据《公告》，海口将在西海岸片区长荣路
东侧新建海口现代职业学校。为使该项目建设取
得良好的社会效益，现征询周边居民及广大群众
对项目建设的意见和建议。

据介绍，海口现代职业学校为政府投资的公
立学校，占地面积约180亩，总建筑面积约11.5万
余平方米，办学内容为中等职业学校，办学规模拟
定为5500人。

此次《公告》的征询对象为该项目所在地政府
有关部门、基层政府和基层组织，受该项目建设和运
行影响的居民、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媒体等。

公众对该项目建设实施的态度、意见、建议及
相关诉求，可自公示之日（2022年2月25日）起7
个工作日内，通过邮件、信函、电话等方式反馈。

反馈联系方式如下：

项目业主单位：海口市教育局
联系人：王科长
联系电话：68724603
社稳评估单位：海南法立信律师事务所
联系人：郑律师
电子邮箱：49569913@qq.com
联系电话：188761615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