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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龙华区
将推进7所学校改扩建
未来五年新增1.08万个义务教育学位

本报海口3月1日讯（记者郭萃 特约记者
刘伟）海南日报记者3月1日从海口市龙华区获
悉，今年，龙华区将加快推进盐灶实验学校、龙
华区特殊教育学校等项目建设及海瑞学校等7
所学校改扩建。未来5年，该区计划增加义务教
育学位1.08万个、学前教育学位1440个及特殊
学校学位144个。

今年，龙华区还将加快推进盐灶实验学校、龙
华区特殊教育学校等项目建设及海瑞学校等7所
学校改扩建，推进美仁坡幼儿园、梧桐幼儿园等5
所公办幼儿园建设；加快骑楼老街保护修缮和业
态调整，打造水巷口海南美食街，推进省非遗中
心、海南华侨博物馆落地。

未来5年，龙华区将加快推进面前坡学校、
龙华小学城南校区、盐灶实验学校等一批改扩
建项目，推进2组幼小科学衔接试点园（校）建
设，计划增加义务教育学位10800个、学前教育
学位1440个及特殊学校学位144个，争取至少
引入1所国内外名校在龙华区办学；力争每个
街道至少建设一家标准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持续打造“15分钟城市健康服务圈、30分钟乡
村健康服务圈”。

本报讯（记者马珂）为减轻严重
精神障碍患者经济负担，提高治疗水
平，近日，海南省卫健委印发《海南省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门诊治疗免费服
用基本药物项目实施方案》（以下简
称《方案》）。根据《方案》，我省将在
现有2万名患者门诊免费服药的基
础上，增加1万个患者名额，进一步
扩大门诊免费服药范围。

满足以下条件之一的患者，可申
请加入门诊免费服药项目：已纳入国

家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系统且需
长期服药治疗的严重精神障碍患
者，其他患有精神分裂症、双相（情
感）障碍、分裂情感性障碍、偏执性精
神病、精神发育迟滞伴发精神障碍、
癫痫所致精神障碍以及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三十条第二
款第二项情形并经诊断、病情评估为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

《方案》提出，省级财政按1000元/
人·年的标准补助项目指定的门诊免费

服药点所在医疗卫生机构。2022年3
月底前，原则上每个市县依托精神专科
医院或综合医院精神科设置1至2个
固定门诊服药点，依托中心乡镇卫生院
设置5至8个临时门诊服药点，负责辖
区内门诊免费服药项目实施。

患者或其监护人凭《门诊治疗免
费服药卡》定期到指定门诊免费服药
点就诊，由精神科医生开具门诊用药
处方（三联单处方，一联由门诊服药点
保存，二联给患者及监护人，三联定期

报送市县精防机构备案），原则上患者
应在门诊医保报销的基础上，再享受
门诊免费服药政策。行动不便和交通
偏远患者及家属，由门诊免费服药点
送医送药上门，确保患者规律服药。

《方案》提出，各门诊免费服药点
所在医疗卫生机构负责患者服药监
督，确保政策有效落实，巩固患者治
疗效果。人员紧缺的门诊免费服药
点，由所在市县或省级卫生健康行政
主管部门协调解决。

我省出台严重精神障碍患者门诊治疗免费服用基本药物项目实施方案

新增1万个门诊免费服药患者名额

高标准抓好疫情防控

本报三亚3月1日电（记者李艳
玫）3月1日下午，三亚召开应对新冠
病毒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2022年
第1次（扩大）会议。海南日报记者从
会上获悉，该市出现确诊病例后，第一
时间启动应急处置，强化指挥调度，流
调排查、隔离管控、核酸检测、环境消

杀等各项工作正全面快速推进。
目前，确诊病例在定点医疗机构

隔离治疗，病情稳定。解放军总医院
海南医院正在对核酸样本开展基因
测序，结果待出。与确诊病例同行的
2人（其婆婆和小孩）在解放军总医院
海南医院江林院区进行隔离管控，4
次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截至3月1日19时 30分，海棠

湾仁恒皇冠假日酒店周边的18家酒
店核酸采样19602 人份，环境采样
125份，结果均为阴性。全市累计核
酸 采 样 154896 人 份 ，已 出 结 果
108524人份，均为阴性。其中重点
人群已完成两轮采样。针对游客取
消出行计划的情况，三亚市区两级旅
文部门已启动退订专班开始处置相
关诉求。结合本次实际情况还将进

一步细化完善退订方案，主动加强对
相关旅游企业的业务指导，积极稳妥
做好各类退改订等协调工作。

同时，该市已通过三亚市旅游联
合会启动了全行业动员，通过各专业
协会倡导其他景区、酒店、民宿、线上
平台等市场主体妥善处理好退订相
关事宜，简化流程，提高效率，维护广
大游客权益。

三亚累计检测108524人份核酸

结果均为阴性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
产前诊断中心成立

本报海口3月1日讯（记者马珂）3月1日，随
着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产前诊断中心揭牌成立，
海口市又新增一家具备产前诊断资质的医疗机构。

据悉，该中心设立了遗传咨询门诊、产前诊
断门诊、高危妊娠门诊、产前诊断宣教室，建立
了出生缺陷标本库和高危孕产妇数据库。海南
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产前诊断中心副主任王惠卿
介绍，产前诊断是在遗传咨询的基础上，通过遗
传学检测和影像学对高风险胎儿进行明确诊断，
了解是否有胎儿先天发育结构异常，对于遗传疾
病或先天性疾病做遗传咨询、介入性产前诊断，
为胎儿宫内治疗及选择性流产提供依据，有助于
降低出生缺陷率和围产儿病死率，提高出生人口
素质。

琼台师范学院志愿者为
中小学生提供课后服务

本报海口3月1日讯（记者陈蔚
林 通讯员吴小玲 姚磊）3月1日，琼
台师范学院发挥师范院校特色和优
势，开展“学习雷锋见行动·志愿服务
助双减”活动，组织志愿者为10所中
小学（幼儿园）送去丰富多彩的课后
服务。

当天下午4时许，海南省急救医学
培训中心现场急救行动指南培训导师
刘仕富正在琼台师范学院大学生志愿
者的协助下，向海口市龙泉中心小学学
生宣讲心肺复苏术、海姆立克急救法、
自动体外除颤器（AED）操作方法等急
救知识。边听边记，海口市龙泉中心小
学六年级学生刘思霏说：“很高兴能在
校园里听到这么系统全面的急救知识
普及课程，同学们都抢着报名参加。”

琼台师范学院副校长林琛介绍，
“双减”政策落地以来，该校师生主动作
为、深度参与，为我省义务教育阶段学
校开展好课后服务，提供了课程设计、
师资培训、力量补充等多方面的支持。

此次活动是该校实施实践育人模
式的具体行动之一。既为助力“双减”
政策落实落细及海南省中小学生生命
安全教育贡献了力量，也提升了大学
生自身的专业技能与素养，为将来走
上教师岗位打下了良好基础。

“双减”在行动

走一线 看治水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通讯员 黎其伟

打桩机挥舞着“手臂”，片片钢板
桩被插入土中，基坑两旁的支护渐渐
形成，为即将敷设的供水管道提供防
护。这是海南日报记者3月1日下午
在海口市新埠桥侧的白龙路供水管道
建设工程施工点位上看到的场景。

随着海口市经济发展不断加快，
城市人口急剧增长，原有的一条直径

300毫米的供水管道难以完全满足海
甸岛、新埠岛等区域居民的用水需
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2021年12
月24日，白龙路供水管道工程开工。

该管道总长约 4800 米，直径
800毫米，沿白龙路往北敷设至长堤
路，最终直供新埠岛及海甸岛等水压
较小区域。完工后，以上区域将由2
条管道同时供水，以满足居民的用水
需求。

表面上看，工作量并不算大，但背
后的难题却不少。“地质条件较差、地
下管网复杂、地下障碍物多，同时管道

需要穿越横沟河，跨度约700米，导致
施工难度较大。”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工
程局有限公司白龙路供水管道建设工
程项目负责人马栋梁告诉记者。

就以地质条件来说，由于白龙路
供水管道贴着海甸河敷设，河水潮涨
潮落，河水位也随之涨跌，持续不均匀
的冲刷导致了最后的700米管道已成
型的孔口坍塌。这也是需要做基坑支
护、固结灌浆的原因。“就相当于是用
水泥把两边的土‘冻’起来，让孔口不
受河水冲刷的影响，从而重新扩孔。”
马栋梁解释道。

不凑巧的是，白龙路供水管道工
程位于主城区，多花一天施工，对市民
出行的影响就多一天。

为了降低项目施工对市民的影
响，尽快完成工程建设，早日满足居民
用水需求，早在施工前，施工单位就对
沿线进行了详细勘查，确定好最佳施
工线路，以保障最快施工效率。

“为了早日完成工程建设，各参
建单位24小时连续施工，春节期间
全体人员也都取消了休假，全力确保
进度目标。”海口市水务集团相关负
责人介绍。

马栋梁告诉记者，在该施工单位
过去参与的项目中，这样体量的项目，
一般来说用3至4台施工机械即可，

“但现在我们上了11台，几乎每个施
工点都有一台。而且我们采用的是水
平定向钻施工技术，这项技术对交通
影响小、施工速度快、工期短，是目前
情况下的最优选。”

该工程目前已完成管道安装
4148米，完成率86%。根据目前施工
进度，预计3月中旬可提前完成管道
施工。

（本报海口3月1日讯）

海口白龙路供水管道建设工程已完成86%，3月中旬将完成管道施工

克服困难抢工期 提升效率少扰民

近日，在三亚西岛深水网箱养殖基
地，渔民在捕捞金鲳鱼。目前，我省正加
快推进海洋渔业转型升级，发展深水抗
风浪网箱养殖，加强养殖装备科技支撑。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深水网箱
来丰收

采桑葚、赏木棉、游茶园

白沙整合乡村旅游资源
推出系列踏春活动

本报牙叉3月1日电 （记者曾毓慧 通讯员
李刚）“采桑葚、赏木棉、游茶园……告诉你正确的
白沙踏春打开方式！”近期，白沙黎族自治县有关
部门多举措整合乡村旅游资源，将县域内的生态
农业基地、美丽乡村、自然风景等串点成线，相继
推出采桑葚、赏木棉、游茶园系列踏春活动，持续
提升白沙“生态+”产业的人气与魅力，为白沙乡
村振兴打下了更坚实的基础。

3月1日，白沙牙叉镇对俄村的桑葚种植园又
迎来了一拨自驾采摘的游客。“奇怪，同样一株桑
葚，外层的果籽都熟得变成紫红色了，为啥有的很
清甜，有的却很涩口呢？”部分游客刚一入园就迫
不及待地采摘一串放进嘴巴品尝，却不时被酸涩
味呛得发出困惑。

“当桑葚变成紫红色，那只能说明它开始熟
了，需要等到小颗粒的果籽变得饱满，且外皮变得
更有光泽时，那才算是熟透了。”村民符江是这片
桑葚种植园的负责人，她常常带着游客凑近果树，
耐心讲解采摘“诀窍”。

果园里，一串串细圆形的桑葚垂吊在枝桠间，
不时可见大人孩童拎着小篮筐，踮着脚尖采摘或
拍照发朋友圈的场景。

5年前，符江在村外这片缓坡上种植了大约
5000株桑树，自种下第三年起陆续挂果，今年迎
来了丰产期。“桑葚既能卖鲜果，也能酿酒或制作
桑葚酱，一点都不愁卖！”符江介绍，预计今年的亩
产量在1000斤以上。

据悉，目前在白沙县城周边，除对俄村外，牙
叉镇志针村等村庄的桑葚种植园也迎来了好收
成，也为乡村采摘游增添了新去处。

扫码看
《树 立
新时代

全省退役军人
服务保障标杆
｜陵水椰林镇
退役军人服务
站》

全省退役军人服务保障

新时代新时代
标杆标杆

树树立立

椰林镇位于陵水黎族自治县东南部，全镇总人口约11.2万人，其中退役军人2451名。2019年5月，陵水椰林镇
退役军人服务站正式挂牌成立，随后，全镇15个行政村、8个社区及椰林农场等退役军人服务站相继挂牌成立。

椰林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多次专题研究部署退役军人工作，按照“五有”“四化”标准要求，建成了基础设施达标，
制度流程完善，服务管理规范的退役军人服务场所，设立了信息采集、政策咨询等窗口。此外，村（社区）退役军人服务
站均有社区党组书记任站长，确保为退役军人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省退役军人事务厅领导多次莅临现场视察工作，
强化服务意识、细化服务内容、优化服务模式。

专题 值班主任：张苏民 主编：吴维杨 美编：张昕

搭建平台，为退役军人工
作营造良好氛围

椰林镇精心打造“情系老兵、真诚服
务”品牌，坚持组织领导到位、工作责任到
位、政策落实到位、困难帮扶到位。椰林
镇退役军人服务站协调办公用房50平方
米，参照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的标准布置
办公室，岗位职责、工作流程、管理制度、
服务承诺等全部公示上墙。配备电脑、打
印机等办公设备，配套退役军人图书角和
共享健身室200平方米，并设立退役军人
服务窗口，指导建立了15个村级服务站，
为全镇退役军人搭建了服务平台和为退
役军人工作营造良好氛围，用心用情服务
退役老兵。

无微不至，做退役军人的倾听者

在椰林镇退役军人服务站成立之
初，镇、村退役军人服务站工作人员定期

开展集中学习，把握退役军人相关政策，
积极组织村级退役军人服务站以维护退
役军人权益为出发点，主动发现、及时深
入退役军人家庭实地了解，听取各种诉
求，建立退役军人台账更新维护制度、进
行科学分类并制定帮扶措施，为有困难
救助等有需求的退役军人，提供“面对
面”“一对一”个性化精准服务。镇、村服
务站工作人员积极联系退役军人，及时
了解他们所需所想，变上访为下访，形成
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服务管理工
作机制。

尊崇关爱，做退役军人的暖心人

2020年2月，椰林镇退役军人服务
站人员带着党的关心和温暖走访慰问
在乡老复员军人谭福金，倾听他的军旅
生活和人生经历，详细询问了他的身体
情况。“春节快乐，谭老，您要保重身体，
感谢您为保家卫国作出的贡献！”这是
该服务站工作人员春节走访慰问中发
自心底的表达。椰林镇退役军人服务
站高度关注退伍军人群体，以志愿服
务、走访慰问、困难帮扶等形式，让他们

再次获得归属感、幸福感和荣誉感。
2021年9月，椰林镇退役军人服务站工
作人员到华东村、华北村为现役军人林
明秀家庭、退役军人庄郑雄同志送去立
功喜报，以此激发官兵安心服役、献身
国防的使命感和荣誉感，也进一步激励
该镇更多有志青年投身军旅，奉献青
春，报效祖国。在陵水退役军人事务局
的指导下，该县完成镇退役军人信息采
集及光荣牌悬挂工作，先后慰问10名
困难退役军人。椰林镇响应上级号召
加入陵水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积极投

入疫情防控、双拥工作、征兵宣传等工
作开展志愿活动。在新冠疫情防控期
间，先后有80名退役军人主动义务参
加防控工作。

树立典型，做退役军人的引路人

为树立典型，椰林镇推动优秀退役军
人进村（社区）“两委”班子，建立退役军人
服务交流微信群，推送就业、政策先进典
型等信息动态，指导村（社区）退役军人服
务站张贴标语、悬挂横（条）幅等方式，宣

传退役军人优秀典型先进事迹，推荐优秀
退役军人代表参加重要节庆活动。椰林
辖区退役军人通过个人自荐、组织推荐等
方式，椰林镇退役军人符琼光荣获省“模
范退役军人”称号。椰林镇大力宣传退役
军人符琼光的先进事迹，彰显他退伍不褪
色，离军不离党，时刻愿意为人民群众奉
献的优秀品质，进一步营造向先进退役军
人看齐，为退役军人事务工作贡献力量，
激发退役军人退伍不褪色的精神，弘扬尊
崇退役军人的价值观，不断增强退役军人
的荣誉感、获得感、幸福感。

陵水椰林镇退役军人服务站：

心系老兵办实事 真情服务暖人心
陵
水
椰
林
镇
退
役
军
人

服
务
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