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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2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特别报道正是扬帆搏浪时

本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邢君怡）6月2日，
公安部视频会议后，省公安厅召开全省公安机关
视频会，就强力推进党的二十大安保维稳工作进
行再部署。

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公安机关要坚持稳字当
头，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统筹抓好安保维稳各
项措施的落实，坚决确保全省社会大局持续安全稳
定，为做好党的二十大安保维稳工作奠定更加坚实
的基础。全省各级公安机关要进一步提升整体防
控等级，全力维护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要严厉打
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釆取超常规措施，强化打击
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突出问题，坚决遏制案件
高发势头，要积极主动配合教育部门做好校园安全
保卫工作；要持续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着力加强大
型群众性活动、旅游景区治安秩序维护和道路交通
安全管理，针对沿海市县群众端午节期间“洗龙水”
等民俗活动，落实安全防护措施，严防发生拥挤踩
踏、溺水落水等安全事故；要扎实抓好疫情防控工
作，坚定不移贯彻“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

“动态清零”总方针，助力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
副省长，省公安厅党委书记、厅长闫希军主持

会议并讲话。

全省公安机关视频会召开，部署近期
各项重点工作

提升整体防控等级
全力维护治安秩序

本报讯（见习记者陈子仪 记者
叶媛媛）日前，ICL更新一代EVO+晶
体——EVO+VisianICL晶体在博鳌
乐城爱尔眼科医院成功落地，来自重
庆的患者魏先生在进行该晶体植入手
术后，双眼视力恢复至1.5。

据悉，此次EVO+VisianICL晶

体植入手术，是爱尔眼科集团利用落
地在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的

“国际临床研究基地”——博鳌乐城爱
尔眼科医院，通过乐城“先行先试”政
策开展的首次特许手术项目。

乐城先行区高级国际事务官博沛
表示，ICL更新一代EVO+晶体在乐

城爱尔眼科医院首次落地使用，对于
患者以及爱尔眼科医院集团而言都具
有重大意义。此次爱尔眼科首例
EVO+VisianICL手术在乐城先行区
开展，彰显了园区“共享全球眼科智
慧”的能力，也是乐城“先行先试”政策
惠及国内更多近视患者的体现。

魏先生为中高度近视，术前佩戴
框架眼镜的矫正视力只有1.0和0.9。
5 月 30 日，魏先生通过手术植入
EVO+VisianICL晶体，5月31日术
后复查中，他双眼视力达到1.5。

中国ICL手术医师培训导师、爱
尔眼科集团屈光学组副组长周进介

绍，ICL晶体植入术自2016年进入中
国以来，得到了空前发展，尤其是在高
度近视领域临床疗效显著，被广大屈
光患者所接受，“这次的EVO+Visi-
anICL晶体相较目前已在国内上市的
型号，拥有更大光区，能够给患者提供
更好的术后视觉质量和夜间视力。”

ICL更新一代EVO+晶体落地乐城

本报海口6月3日讯（记者赵优 特约记者高
春燕）公平公正是高考的生命线。海南日报记者从
6月2日举行的2022年普通高考新闻媒体通气会
上获悉，我省多部门联合开展“高考护航”专项行
动，坚决防范考试舞弊行为，确保公平公正。

在“高考护航”专项行动中，省教育厅、省考试
局联合宣传、网信、公安、工信、住建、市场监管、环
保、通信等部门，开展了点亮涉考官方机构网络标
识、清理涉考虚假公众账号、打击手机作弊、打击销
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净化考点周边环
境、打击替考作弊、清理整顿助考培训机构等8个
专项行动，为考试顺利实施营造良好的外围环境。

在强化机器管考试方面，我省对标准化考点
进行升级建设，实现所有考场全方位高清视频全
程监控，实现国家、省、考区、考点、考场五级联动，
巡查指挥直达“神经末梢”。与此同时，我省还优
化省国家教育考试综合管理平台，实现了“三库一
流”数据归集，有效提供考试辅助决策支撑，实现
了准考证、考场、监考人员编排的“三随机”。此
外，我省全面升级无线电信号（含5G）屏蔽设备，
考试期间无线电检测车将开展信号监测，有效打
击高科技作弊，并加强入场安检和考试巡查，确保
作弊设备带不进、藏不住、用不了。考试结束后，
省考试局将组织回放视频监控录像，严厉查处考
试违规行为，维护考试招生公平公正。

考试期间，我省还将选聘干部任高考督考员，
从省内高校和各市县抽调90多名干部担任巡考
员，督查指导各考区考点的考试组织工作。

我省开展“高考护航”专项行动

坚决防范考试舞弊行为

关注2022年海南高考

本报海口6月3日讯（记者昂颖）6月2日，
2022年海南省大学生志愿服务中西部计划招募
公告发布，拟招募151名（含2名关爱乡村医生健
康扶贫专项）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到我省各市县
基层从事为期1年至3年的志愿服务工作。

其中，“全国项目”招募对象为2022年普通高
等学校本科及以上学历应届毕业生；“地方项目”
招募对象为2021年、2022年普通高等学校大专
及以上学历毕业生，其中省外普通高等学校毕业
生必须为海南省生源学生。此次招募的高校毕业
生将统一派遣到各市县基层，主要从事乡村教育、
健康乡村等5个方面的志愿服务工作。

据悉，服务期满2年以上且考核合格的志愿
者，服务期满后3年内报考硕士研究生者，初试总
分加10分，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服务期满2年
且考核合格者，报考公务员等享受国家或省内规
定的相关优惠政策；服务期满考核合格者，按规定
符合相应条件的，可享受相应的学费补偿和助学
贷款代偿政策等。

我省大学生志愿服务
中西部计划招募公告发布
拟招募151名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

本报海口6月3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云
蕾 汤雅飞）6月3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美兰国际
机场获悉，即日起从该机场出港的旅客仅需扫描身
份证，即可完成地点码查验、防疫查验、身份查验。

据了解，以往旅客进入候机楼前，需用手机扫
描地点码并出示给工作人员，以进行现场查验。同
时，旅客还需出示身份证进行健康码及个人身份查
验，不仅耗时长，也导致了出港旅客乘机体验不佳。

此次美兰机场通过升级智慧防疫系统功能，
实现了防疫数据的全面联动，出港旅客在候机楼
入口处的防疫查验终端上刷身份证时，就能自动
获取地点码数据，进一步提升旅客出港通关效率，
优化旅客乘机体验。

海口美兰机场防疫验证功能再升级

出港旅客可扫描身份证
完成各项查验

海报监督海报监督
海报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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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6月3日讯（记者邓海
宁）6月3日是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
也是小长假的第一天，海口推出丰富
多彩的端午主题活动，为广大市民游
客出游提供多样选择。

当天上午，海口火山口公园内游
人如梭、十分热闹，整个园区充满了浓
浓的节日氛围。市民游客沿着层层登
山石阶拾级而上，呼吸清新空气，放松
身心。

在园区的石门处，端午节习俗活
动“洗龙水”正在举行，市民游客争接

“龙水”，祈福身体健康、迎来好运。为
了增加节日氛围，园区的火山酒家还
特意制作了端午美食“火山粽”，向市
民游客免费派送，将现场的气氛推向
高潮。

当天，海口假日海滩同样迎来了
“洗龙水”的人流。大家在海边尽情嬉
戏，以“洗龙水”的方式祈愿自己和家
人在这一年健健康康、平安顺遂。

在海口世纪公园，8米高的巨型
充气玩偶以憨态可掬的模样，吸引了
众多市民游客合影留念、打卡。由海
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海口市
商务局主办的“向海而歌，活力海口”
城市海岸派对正在这里举办。

据悉，除了呼吁市民游客共同守
护健康“绿码”的打卡活动，现场还有
海口自由野奢计划、街头篮球挑战赛、

“趣味一夏”闯关赛、海口天空邮局明
信片互动游戏等多项精彩活动，为市
民游客在端午假日带来丰富的旅游出
行体验。

海口端午推出丰富主题活动

海边“洗龙水”
游戏庆佳节

关注中超海口赛区关注端午小长假

文昌市启动“清而不退”鱼塘全面治理行动

被曝光的问题鱼塘限期整改到位

⬆➡ 6月3日上午，文昌市多部门现场执法，对爱梅水库旁早前被清退的鱼塘进行填复。
黄良策 摄

本报文城6月3日电（记者邱肖
帅 刘梦晓 通讯员黄良策）6月3日，
海南日报“海报监督”栏目报道的文昌
市违规养殖鱼塘“清而不退”问题，引
起文昌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该市
立即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对相关鱼塘进
行处置和修复，并召开核查和治理违
规养殖鱼塘“清而不退”专题会议、现
场工作部署会。据悉，此次被曝光的
问题鱼塘将限期整改到位。

当天的专题会议和现场工作部署
会详细听取相关职能部门汇报。文昌
市委、市政府要求各方采取扎实有力
措施，高效快速解决问题，并对下一步
整改工作进行研究部署。接下来，该
市将由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牵头，市农
业农村局、市水务局、市资规局、市林
业局、市生态环境局配合，各镇（场）具
体负责，举一反三，针对原禁养区和违
法养殖图斑清退的鱼塘进行全面“回
头看”，对仍存在“清而不退”问题的鱼
塘建立问题台账和整治工作方案，限
期整改到位。

与此同时，文昌各职能部门将认
真研究问题堵点，分析问题原因，对能

立即整改的坚决做到“立行立改、真改
实改”，同时落实好闭环管理，健全长
效机制，严防整改问题再次反弹回潮。

在当天下午召开现场工作部署会
的同时，文昌市已组织工作人员对被
曝光的“清而不退”鱼塘以及复养的鱼

塘进行破坝处置，并抓紧进行填复，后
续将根据填复地块的土地性质进行复
耕复垦。

据介绍，下一步，文昌将由市水务
局牵头对全市水库管理范围、河道管
理范围内的违规养殖鱼塘，由市资规

局牵头对全市占用基本农田的违规养
殖鱼塘，由林业局牵头对全市占用保
护林地的违规养殖鱼塘进行全面排
查，文昌市农业农村局、各镇（场）配合
核查后移交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依法处
置到位。

“我们将以此次曝光为契机，以问
题为导向，推动存在问题全面整改到
位。”文昌市治水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该市将加强日常巡查督导和监管教
育，确保各责任单位严格履行工作职
责，确保整改措施落实落细。

■ 本报记者 王黎刚 习霁鸿

2022中超联赛海口赛区的比赛
6月3日在海口五源河体育场打响。
在海口足球界人士眼中，这次比赛点
燃了海口的足球热情，对海口青少年
足球运动的发展大有益处。

海口市足协秘书长梁永超说，对
于没有中超和中甲球队的海口市来
说，中超联赛能在海口市举办，是海

口球迷的幸运。海口市足协全力配
合中超联赛海口赛区的工作，组织了
海口两家球迷协会的球迷入场，为中
超加油助威。

在梁永超看来，中超联赛将在海
口比赛40多天，能让海口的校园足
球和青训足球这把火“烧得更旺”。

“希望通过中超联赛海口赛区的比
赛，让更多的海口青少年喜欢上足
球，走进足球场。”他说。

海南御凯足球俱乐部是一家培
养青少年球员的足球机构，目前有
107名小球员。该俱乐部负责人李
洋认为，中超联赛海口赛区的举行，
给海南的青训和校园足球带来了推
动作用，让海南足球少年也能真真切
切地感受到职业足球的氛围。

李洋表示，海南的青训教练中，
有职业足球经历的很少，但他们能通
过现场观摩比赛的方式，学习职业队

的技战术打法。
海口海之星足球俱乐部是海南较

早成立的一家青训足球机构，该俱乐
部负责人陈人鹏说，中超联赛在海口
举办，这对海口的足球少年来说是一
件激动人心的事情，“这次比赛会给海
口的足球少年们带来难忘的体验和回
忆。希望以后海口能多举办这样的比
赛，让海南的孩子能够更多地接触到
职业足球。” （本报海口6月3日讯）

业内人士：

期待海南青训足球借助中超“加速”

■ 本报记者 王黎刚 习霁鸿

“终于能在家门口看中超了！”6
月3日，2022中超联赛海口赛区在五
源河体育场举行首场赛事，现场观赛
的海口球迷李光耀难掩激动之情，

“这是我第一次在现场看中超，比赛
踢得精彩激烈，我们海南球迷也不遗
余力地为两队加油。”

来自海口海之蓝球迷协会的李
光耀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当得知中超
首场比赛允许球迷进场时，他和海口
市足协联系，召集了许多球迷为中超
联赛助威。

据悉，中超联赛海口赛区严格落

实防疫措施，赛前，球迷佩戴口罩、扫
码入场，秩序井然。

现场，山东泰山队的球迷身着
橙色球衣、佩戴口罩，加油呐喊声整
齐划一，成为当晚观赛台上的一大
亮点。

得知中超联赛海口赛区首场山
东泰山队的比赛向球迷开放，不少山
东球迷专程“打飞的”来海口观赛。
来自山东济南的球迷张先生就是其
中一员。

他说，不少在海南工作的山东人
也被组织起来，聚在一起为山东泰山
队加油。

比赛第74分钟，山东泰山队球

员金敬道利用角球得分，现场山东泰
山队球迷的情绪瞬间被点燃，欢呼声
此起彼伏。赛后，山东泰山队的全体
球员列队向到场的球迷致敬。

浙江队球迷也有不少人到场为
球队助威，其中包括当天从浙江杭州
飞抵海口的绿魂球迷会球迷“大P”。

“这场比赛踢得不错，虽然浙江
队输了，但看得出，队员们都尽力
了。此外，在海口五源河球场看比赛
感觉不错，希望海口能成为浙江队的
福地。”他说。

海南业余足球队深蓝队和指南
针队的多名球员也在现场观看比
赛。深蓝队球员符志伟说，中超联赛

能在海口举行，让大伙感觉很幸运，
“只要有时间，我们一定会到场为中
超助威，学习职业技术。”

到场观赛的球迷中，还包括部分
来自海南中海足球俱乐部、海南虎跃
足球俱乐部、海口海之星俱乐部和海
南御凯俱乐部的青训小球员。

在比赛中，不到5岁的海南虎跃
足球俱乐部球员党正澔不停地拍手
为两队加油。

党正澔母亲说，儿子刚学踢球不
久，第一次现场观看足球赛就能看到
中超联赛，感谢海口市政府引进这项
赛事。

（本报海口6月3日讯）

2022中超联赛海口赛区点燃球迷热情

“终于能在家门口看中超了！”

本报海口6月3日讯（记者计思
佳 郭萃）6月1日上午，位于海口国家
高新区美安科技新城的华熙生物科技
产业园项目一期迎来封顶。据介绍，
接下来，该产业园将按照“工业化4.0”
的标准建设，预计于今年12月底实现
试投产，利用海南自贸港政策推动医

疗创新成果转化，助推海南生物科技
产业发展。

作为全球知名的生物科技公司和
生物活性材料公司，华熙生物是目前
全球最大的透明质酸（俗称“玻尿酸”）
研发、生产和销售企业。2020年，华熙
生物落户海南，并建立华熙生物科技

产业园。该产业园分3期建设，其中项
目一二期占地面积为4.8万平方米。

该产业园一期将建设法国Revi-
tacare（丝丽）中国区总部和国际业务
中心，引进生产线进行相关产品的本
土化生产和销售；建立华熙生物医学
美容板块国际业务中心，注册华熙生

物玻尿酸多品类医疗器械，生产医美
板块创新产品，为国内外市场提供高
质量、高标准的产品。

“华熙生物科技产业园的建设，是
公司在海南的重要战略布局。”华熙生
物科技（海南）有限公司总经理丁可表
示，公司已在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

先行区开展“先行先试”，通过“乐城研
用+高新区产销”的模式，推动更多创
新药械在海南转化；同时，该公司将利
用海南自贸港政策以及助力全球布局
的区位优势，在产业园设立医美体验
中心，生产医美板块的创新产品，面向
海内外市场进行销售。

华熙生物科技产业园一期封顶
预计年底试投产,助推海南生物科技产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