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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省新闻 综合

本报文城 7月 24日电（记者孙
慧 实习生林小淇）7 月 23日，在文
昌市岛东林场昌洒作业区的沿海
路段，原先被台风摧毁断带，留下
沙地空隙的海防林林带，已经被补
种上一行行的椰子树。“原先这片
海防林都是木麻黄树，景观看起来
比较枯燥，我们在损坏的海防林带
间补种了抗风性较强的椰子树，又

插种上黄槿、大叶榄仁、三角梅、草
海桐等树木花草。”岛东林场场长
张志宏介绍。

昌洒作业区位于文昌市的铜鼓
岭和月亮湾的中间，距离月亮湾仅
有几公里远，是环岛旅游公路的边
缘地带。为达到环岛旅游公路沿边
海防林防风又见景的要求，在省林
业局的指导下，岛东林场把昌洒作

业区沿海林带作为海防林提质改造
试点，将海防林提质改造与环岛旅
游公路功能需求相结合，提升海防
林的生态功能、景观效果和经济效
益，为推进全省海防林提质改造提
供经验借鉴。

目前，该试点项目基本已完
成。项目在不砍树、不破坏现有林
带原生植被的前提下，采取现有林

道树种和生态景观改造、“天窗”修
补、见缝插绿、见缝插彩、林分结构
优化等手段，对沿海基干林带进行
提质改造。

省林业局生态保护修复处处长蔡
兴旺介绍，该试点项目在增强沿海防
护功能的基础上，提升林带景观效果，
同时补种的椰子树增加了经济收入。
接下来，我省林业部门将探索采用滴

灌技术加强浇灌海防林，做好海防林
的管理工作。

下一步，省林业局将总结试点经
验，并积极协调争取将海防林提质改
造项目列入环岛旅游公路连接线配套
工程预算内和统一立项，全面推广，把
全省海防林打造成为集生态防护、经
济效益与景观效果为一体的多功能基
干林带。

我省探索开展海防林提质改造试点
让环岛旅游公路沿边海防林带防风又见景

本报保城7月24日电（记者王迎
春）7月24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保亭
黎族苗族自治县有关部门获悉，作为
2022年（首届）保亭红毛丹文化节的
重磅活动之一，红毛丹甜蜜荧光跑将
于8月20日晚举办。即日起，活动正
式启动报名，报名截止时间为8月18
日23：59，市民游客可扫码免费报名，
参赛者年龄要求为6岁至55岁，未成
年需随监护人参赛。

据悉，本次荧光跑赛道设置在七
仙河沿岸，5.2公里的总里程中，设置
了霓虹灯荧光墙打卡、主题互动打卡
点，给跑者补给的同时，也打造了氛
围感十足的夜间狂欢体验。

本次活动由保亭县政府主办，保
亭县委宣传部、保亭县旅游和文化广
电体育局、保亭县农业农村局承办。

此外，2022年（首届）保亭红毛
丹 文 化 节
系 列 活 动
红火市集也
将在荧光跑
主会场同期
开展活动。

红毛丹甜蜜荧光跑启动报名

来保亭共赴“甜蜜之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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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中招提前批
第一批A段录取工作结束

本报海口7月24日讯（见习记者黎鹏）7月
24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省中招办获悉，2022年海
南省中招提前批、第一批A段的录取工作已经结
束，考生可登录海南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管理系
统（https：//zz.hnks.gov.cn/zk/）或通过海易办
APP查询录取结果。目前未被录取的在库考生
可于7月25日至26日16时对本人原来填报的第
一批志愿进行修改，参加第一批B段（含自主招
生、指标到校计划）的录取。

据介绍，在库考生可以凭本人的准考证
号、密码登录海南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管理系
统修改本人第一批次志愿信息。第一批B段
录取时以修改后的志愿为准。未修改志愿的
考生，原来所报志愿继续有效。如考生忘记密
码，可联系毕业学校管理员或当地市县中招办
重置。

省中招办提醒，省教育厅直属中学、有关高校
附属中学B段计划面向全省招生，不再分配到市
县。海南省国兴中学B段的招生计划不再划分民
族生和汉族生比例。

根据省中招办公布的第一批B段录取学校及
计划数，海南中学（府城校区）有45个B段招生计
划，海南省国兴中学有20个B段招生计划，海南
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有40个B段招生计划。其他
第一批B段录取学校及计划数，以及2022年省属
高中指标到校生分配表和目前尚未被录取的650
分以上考生情况分布表可登录省考试局官方网站
查看。

2022健康中国行-银屑病患者
至美新生公益行项目落地

线下患者活动
在三亚举行

本报海口7月24日讯（记者袁宇）7月23日，
由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主办，北京诺华制药
有限公司支持的“健康中国行-银屑病患者至美
新生公益行”全年系列线下活动在三亚开启。来
自全国17个地区的数十位银屑病患者及疾病关
爱团体、专家代表共同参与。

这是聚焦于银屑病患者之间分享和激励的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全国性公益项目，全方位聚焦银
屑病患者的身心健康，从传统关注的以“皮屑治
疗”为中心，转向帮助患者摆脱症状的“桎梏”，追
求美好生活。

银屑病是一种遗传与环境共同作用诱发的
免疫介导的慢性、复发性、炎症性皮肤病。目前
我国有超650万名银屑病患者，其中患者除了
皮肤症状外，中重度银屑病患者更有可能合并
其他相关疾病如关节炎、代谢综合征、心血管疾
病等。

省交通厅举办纪检干部
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班

本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汪雪丽）日前，
2022年省交通运输厅纪检干部能力提升专题培
训班在澄迈结业，该厅41名纪检干部参加了此次
培训。

据了解，本次培训为期10天，内容包括执纪
执法工作中常用刑事罪名及犯罪构成讲解、执纪
执法工作体会和经验介绍、省交通系统警示案例
剖析等专题教学，并开展了模拟谈话示范教学和
笔录制作训练，培训结业前还进行了理论考试和
谈话笔录大比武。

据介绍，此次培训旨在进一步增强省交通厅
纪检干部的综合素质，提升业务技能和依纪依法
履职能力，不断提高党建工作质量和党风廉政建
设实效。

本次培训由省交通运输厅主办，省宣传干部
培训中心、海南日报文化教育发展有限公司承办。

关注中招

高标准抓好疫情防控

手脏后，要洗手；做饭前，餐饮前，便前，护理老人、儿童和病人前，触摸口鼻和眼睛前，要洗手或手消毒；外出返家后，护理病人后，咳嗽或打喷嚏后，做清洁后，清理垃
圾后，便后，接触快递后，接触电梯按钮、门把手等公共设施后，要洗手或手消毒。省疾控中心提示：国内疫情尚未结束，勤洗手，不可少！那么，怎样才算有效洗手呢？

揉搓20秒以上才算有效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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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手时，使用流动水和肥皂或洗手
液，每次揉搓20秒以上，确保手心、手
指、手背、指缝、指甲缝、手腕等处均被
清洗干净。

揉搓揉搓2020秒以上秒以上
不方便洗手时，可以使用免洗手消

毒剂进行手部清洁。
常用的醇类手消毒剂，因为酒精挥发

比较快，杀菌效果比较好。如果有些人对
酒精过敏，也可以用无醇的手消毒剂。

如果没有手消毒剂，用消毒湿巾擦
一擦手也可以。

使用免洗手消毒剂使用免洗手消毒剂

如果在公
共场所要触碰
门把手、电梯按
钮、水龙头，可
以用一张面巾
纸或者消毒纸
巾隔开，手不直
接碰触。如果
直接碰触后，要
及时用流水清
洗双手。

公共场所公共场所
碰到门把手后用流水洗碰到门把手后用流水洗

7月22日，一支复古风的舞蹈把三亚的市民游客“带回”往日时光。
当天，由三亚市旅游推广局主办的“心动三亚”2022年（首届）三亚城市旅游节“In 三亚 Fun肆 Go”主题系列市集

之“时光市集”在蓝海购物广场与市民游客见面。市集为期3天，主打“怀旧”亮点，市集内设置具有年代特点的互动游
戏，让市民游客在游戏中追溯时光，寻回儿时快乐记忆。市集涵盖美食、文创、花艺、手作以及购物玩乐等内容，以丰富
多彩的娱乐板块汇聚人气，带动大量市民游客前往商圈消费，带旺三亚暑期旅游消费。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三亚时光市集
带你“回”到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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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政法职业学院坚持以人才培养
为中心，围绕新时代职业教育的新要求，
服务政法、服务社会、服务基层，深化产
教融合、校企合作，不断创新办学体制机
制和人才培养模式，在党建引领下，该院
科研智库、顶岗实习、干部培训、司法鉴
定、数字化档案建设综合服务成效显著，
为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
养质量和办学水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打造核心智库
服务法治海南、平安海南建设

“我院以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为
目标，充分发挥人才智力优势、理论创新
优势和调研咨询优势，为政法工作提供
智慧支持。”海南政法职业学院科研处负
责人介绍。

建设政法领域核心智库是该院的一
项重要办学目标。近年来，该院创建了

“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中心”“海南省社会
风险评估研究中心”“海南自由贸易港法
治人才培养研究中心”“无人机社会治理
应用研究中心”“公共文化治理与人才培
养研究中心”“数据治理与人才培养研究
中心”，承担各级各类课题近200项，在

国内外公开发表论文1600余篇，出版学
术专著和教材132本，获海南省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奖7项。在服务海南自贸港
法治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我们人才培养主动服务政法系统，
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公检法系统岗位实
习。”该院教务处负责人说，近三年，学院
共派出39批次4800人次师生参与了博
鳌亚洲论坛年会等重大活动的安全保卫
工作，学生“上手快、听指挥、能吃苦、守
纪律、懂礼貌”的优秀品质得到政法系统
各用人单位的高度赞扬。

按需施教
加强培训品牌班次建设

2011年8月，经海南省委、省政府批
准，海南省政法干部培训学院设立；2013
年9月，海南省政法干部培训学院正式挂

牌成立，为海南政法职业学院深入开展培
训工作搭建了一个更高的发展平台。

该院继续教育部负责人介绍，学院培
训班次特色鲜明，现已形成了政法干部培
训、公务员初任培训、“两委”干部培训、基
层干部培训等一批较有影响力的培训班
次。据统计，近几年学院培训各类人员近
10万人，服务各类考生20余万人。

“经过逐年摸索和发展，我们已形成
自己的一套经验做法，有一套完整的管
理制度。学院建有培训教学名师库，配
备精干力量负责培训管理工作，服务质
量好，成效明显，很多学校和培训机构都
来参观学习借鉴。”该院继续教育部负责
人说。值得一提的是，自“能力提升建设
年”活动启动以来，该院充分发挥干部培
训职能作用，精准把握培训需求，加强培
训课程体系建设，创新改进培训模式，构
建高效培训课堂，打造多个品牌班次，以

高质量的培训助力全面提升党政领导干
部的综合能力和履职能力。

坚守“五心”理念
服务司法公正

在该院司法鉴定中心，墙上挂满了
各种荣誉证书：“全国司法鉴定先进集
体”“优秀司法鉴定文书‘宋慈杯’一等
奖”……一张张荣誉证书，体现了司法鉴
定的质量和公信力。

司法鉴定中心负责人介绍，中心目
前拥有文书鉴定、声像资料鉴定（含电子
数据）、痕迹鉴定、法医临床鉴定等齐全
的鉴定门类。自成立以来，一直将“质量
第一”放在工作首位，受理各类鉴定案件
万余起，竭力打造“五心”服务理念，即鉴
定人不忘初心、委托人花钱放心、鉴材保
管安心、鉴定意见舒心、送检单位省心。

为提升业务成果转化和司法鉴定应
用能力，该中心立足人才培养，积极推进

“教学-办案（社会服务）-实习实训”一体
化协调发展，完成配套学徒制方案计划，主
动承接安排司法鉴定（物证方向）专业教学
与实习实践。“我们努力把司法鉴定中心建
成项目齐全、技术过硬、具有较高影响力的
综合性服务机构。”该中心负责人说。

牢记使命
助力智慧档案建设

“2013年，我院成立海南产学信息
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下称产学公司），被
海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授予‘海
口市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基地’称号，历
经近10年的发展，形成了‘产、学、研’一
体化的管理运营机制，打造出一支从事
档案数字化的专业技术队伍。”产学公司

负责人介绍，秉承“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工学结合”的理念，坚持“质量、安全、保
密”的服务宗旨，遵循“服务学院、服务行
业、保障就业”的初心，开拓了公安司法
单位的档案数字化业务。同时，努力构
建集专业建设、顶岗实习、就业见习及保
障就业为一体的综合性平台。公司成立
以来，吸纳了学院630余名学生就业。
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勇于创新、精益求
精。下一步，海南政法职业学院将不断
丰富社会服务途径，增强服务社会的多
样性，提升学院办学声誉和美誉度，在服
务海南自贸港建设中扛起“政法担当”，
实现学院高质量发展。 （撰文/黄夏）

书写崭新答卷 扛起责任担当
海南政法职业学院用心用情用行服务政法、服务社会

海南政法职业学院学生参加中国大
学生国旗护卫队展示赛获佳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