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28日晚，海南首
个黎族民间器乐表演人
才高级研修班的学员在
海南师范大学举行结业
汇报演出。学员们通过
演奏鼻箫、灼吧等黎族特
色乐器，为现场观众带来
一场精彩的视听盛宴。

本报记者 封烁 摄

黎族器乐
薪火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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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日起海南取消
二手车限迁政策

本报海口7月29日讯（记者良子）海南日报
记者7月29日从省公安厅交警总队获悉，按照国
务院、省政府有关工作要求，自2022年8月1日
起，海南全省范围取消对符合国五排放标准小型
非营运二手车的迁入限制。

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已通知全省公安交通管理
部门，按照《机动车登记规定》（公安部令第164
号）依法开展机动车登记。省商务、省生态、省公
安等部门协同推进全面落实二手车交易登记“跨
省通办”等便民措施，进一步便利二手车交易登
记，促进二手车流通。对其他类型车辆及省内流
通的二手车仍执行我省原二手车流通政策。

同时，公安交管部门持续推进二手车登记“跨
省办”“网上办”“便捷办”，车主在迁入地、迁出地
均可办理车辆交易登记，实行二手车档案资料电
子化网上转递，鼓励引导群众通过“交管12123”
办理车辆转籍，最大限度便利二手车交易。

《中国医院创新转化排行榜》发布

乐城启动医工转化平台建设
本报博鳌7月29日电（见习记者陈子仪）7

月29日，《中国医院创新转化排行榜》发布会暨乐
城先行区医工转化平台启动仪式在博鳌乐城国际
医疗旅游先行区举行。发布排行榜和启动乐城先
行区医工转化平台建设，旨在迎接国内以临床为
导向、医工融合的医学创新成果转化趋势，对开展
前沿医学科技创新研究和成果转化，带动医疗服
务水平迈上新的台阶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均波表示，《中国医院创新
转化排行榜》搭建了国内首个以专利为载体的医
院创新成果指标体系，以专利为载体，以数据为基
准，从专利申请量、专利授权量、发明专利申请量、
发明专利授权量、PCT申请量、专利转化量6个维
度，对全国三甲医院排名，引导医院创新转化评价
导向，为中国医院创新转化提供方向性指引。

活动现场，乐城先行区还进行博鳌乐城先行
区医工转化平台启动仪式。该平台总投资约16
亿元，预计于今年9月开工建设。该平台将依托
乐城先行区的特许药械等先行先试政策优势，以
临床需求为牵引，促进国内外优势医疗资源，与科
研和产品资源、社会资本等的深入对接及协同发
展，招引和培育一批创新型企业，落地一批科技含
量高、支撑作用大、辐射带动力强的优质项目，打
造良性的医疗科技创新生态体系，进而推动更多
医疗科技创新项目转化落地并实现产业聚集。

三亚一培训机构
无证办学被查处

本报三亚7月29日电（记者李梦楠）海南日
报记者7月29日从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获悉，
日前该局吉阳分局（以下简称吉阳分局）依法查处
一培训机构违规无证办学行为，责令其停止办学，
退还所收费用，并处以23400元罚款。

当天，吉阳分局执法人员根据有关部门移交
的线索，前往涉案某教育科技公司教学点进行依
法调查取证，依法对机构负责人身份信息、机构办
学和教师资质以及招生情况等进行逐一核查。

经查，该公司无办学许可证，擅自开办学科和
非学科教育教学活动以及开设《青年自行口才》项
目，违规收取学费4680元，属于违规无证办学。
该公司的行为已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
促进法》的相关规定，吉阳分局执法人员依法拟对
该公司给予责令停止办学，责令其退还所收费用，
并处以违法所得五倍罚款的行政处罚。

本报那大7月29日电（见习记
者曹马志）7月28日，海南省第六届
运动会群众赛事活动暨第十四届海
南省全民健身运动会在儋州启动。
本届运动会共设儋州、海口两个主会
场，共有36项群众赛事活动项目（传
统类 28 项、趣味类 3 项、民族类 5
项）。19个市县和前卫体协共有20
个代表团、3691人参赛，参赛人数创
历史新高。

当日，轮滑比赛率先在儋州文化
广场收官。10个市县代表队经过精
彩角逐，最终东道主儋州队斩获8金
8银2铜，成为首个收官项目的最大

赢家。“获得如此好的成绩，是对我们
辛苦训练的回报，”儋州轮滑队教练
陈辉麒表示，“轮滑运动备受儋州青
少年欢迎，希望以后越来越多人参与
进来，让轮滑运动更加火热。”

国家级裁判王一博担任此次轮
滑比赛的裁判长。“海南轮滑运动的
群众基础在全国可以说是名列前
茅。”王一博说，据他观察，此次速滑
比赛中有不少优秀的苗子，群众水平
很高，他十分看好轮滑运动在海南的
发展前景。

篮球、足球比赛在儋州体育中心
“一场两馆”举行。篮球比赛共吸引

12支球队参赛，东道主儋州篮球队在
揭幕战中以87：67战胜昌江队，取得
开门红。“回到家乡参加省运会群众
项目的篮球比赛，听到现场球迷的加
油助威，我很激动。”儋州球员苏夏敏
说，主场作战，目标是冲击冠军，虽然
有困难，但一定会全力以赴，不辜负
家乡百姓的期望。儋州那大镇全民
健身中心也十分热闹，排球、羽毛球
比赛同时举行，场上运动员奋力拼
搏，场下啦啦队加油呐喊，全民健身
氛围浓厚。

“办好一次会，搞活一座城。”据
省运会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

运动会多方联动，通力合作，以“绣花
功夫”全力做好食宿接待、车辆保障、
疫情防控等工作，为各项目比赛顺利
进行保驾护航。此外，儋州市旅文局
还推出多条旅游路线，参赛运动员可
以在比赛结束后前往各景区游玩，领
略儋州千年古郡的魅力，推动体育旅
游融合发展。

海南省第六届运动会群众赛事
活动暨第十四届海南省全民健身运
动会由海南省人民政府主办，海南省
旅文厅、各市县人民政府承办，海南
省体育赛事中心、各市县旅游和文化
广电体育局、各行业体协协办。

临高将派365人
参与省运会

本报讯（见习记者李豌）近日，临
高县正在积极筹备参加海南省第六届
运动会，将陆续派出365名人员参与
省运会群众项目和竞技项目。这是海
南日报记者7月28日从临高县体育
中心获悉的。

据悉，临高派出的365名人员包
含运动员、教练、领队、队医。其中，
141人参与运动会群众项目12项，包
括广场舞、九人排球、五棋子、气排
球、台球、围棋、武术、羽毛球、象棋、
飞镖、门球、国际象棋。224人参与
竞技参赛项目12项，包括田径、三人
篮球、五人篮球、排球、沙滩排球、羽
毛球、乒乓球、跆拳道、举重、拳击、足
球、帆船。

第六届省运会群众赛事活动启动
20个代表团3691人参赛，参赛人数创历史新高

关注省运会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清晨的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红树林科普观赏园，静得能听到风吹
树叶的沙沙声。天气晴朗，阳光斜斜
地将树影印在木栈道上，退潮后的滩
涂，显露出大大小小的蟹洞口，不时能
见到螃蟹探头溜走。

7月29日上午8点半，东寨港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退休职工王式
军准时来到林间，在一块一亩见方的

苗圃间停下——这里是他的红榄李种
苗世界。

“今天要把长了5个月的红榄李种
苗移植到土里，就像人要断奶一样，以
后它们就要离开‘温室’。”穿着一双干
净的老式雨鞋，王式军踏进泥土地里。
一脚深一脚浅，雨鞋很快就沾上泥渍。

泥水里，有一块约2.5平方米大
的培育箱。这是一个用塑料水管搭起
并围着纱网的半米多高的箱子。几十
棵红榄李幼苗，粗细如绿豆苗般，头上
顶着三两片嫩绿的新叶，在里面努力
地生长着。

“哎哟，这个苗还是被坏家伙压倒
了。”掀开纱网，王式军目光搜索着，像
是早就有所预料，却还是难掩心疼地

喊出声。他俯下身去，快速摘出来几
只压在种苗上的“坏家伙”——几只瓶
盖大小的石磺。

红树林里，这些幼苗的天敌有很
多，螃蟹、老鼠破坏性强，但能被纱网
拦住。唯独这石磺，身体柔软，能顺着
纱网爬进培育箱，对幼苗造成破坏。

“或许还能救。”王式军用工具挖
出一棵被石磺压弯的幼苗说，“给它多
埋点土，让它的根扎得深一些，再观察
观察。”

红榄李种子撒下去5个多月，才
长成几片叶子的幼苗，王式军觉得速
度慢，可又满心欢喜，“慢了好，自然
界的植物大多数是这样，慢慢长、寿
命长。”

作为红树林里的一员，红榄李在
被污染的海水中就会死去，可以说是
环境的试金石。红榄李在国内曾几近
灭绝。

王式军的保护行动从2013年开
始。第一次取回来的16棵红榄李树
种，因为觉得珍贵，被他小心翼翼种在
自家阳台上，日夜呵护。不料植物并
不领情，15棵苗都相继死去。

看着最后一棵独苗，王式军咬咬
牙，在红树林里辟出这片苗圃，将其移
到了这里，没想到却在“危险重重”的
自然环境中活了下来。

“那棵已经变得粗壮的红榄李，就
是当年的那棵独苗。”王式军指着不远
处一棵碗口粗的红榄李说，苗圃里现

在有2000多棵高矮不一的红榄李幼
苗，是不同时期繁育而来，大多数是它
的后代。

挖苗，腰一次次弯下，衣衫很快湿
透；种苗，手指挖进泥土里，甲沟里的
泥一个星期都洗不干净。苗圃里湿滑
的路面，一不留神就打个趔趄。育苗
工作大多数时候是孤独的，他一直埋
头干着。

“东寨港现在有36种红树林树
种，占全国总数的97%。这些树种一
种都不能少。它们都得在这里好好地
活着，守着海南岛的好生态，丰富这里
的生物多样性。”擦了擦头上的汗，王
式军手里的活没有停下。

（本报海口7月29日讯）

未来7天我省降雨逐渐增多
最高气温或达38℃

本报海口7月29日讯（记者习霁鸿 通讯员
符晓虹 李凡 吴春娃）据海南省气象台7月29日
消息，预计未来7天（7月30日至8月5日），海南
岛降水逐渐增多，前期大部分地区将出现35℃以
上的高温天气，个别乡镇有强对流天气；后期全岛
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大到暴雨。

海南省气象部门提醒，未来7天前期海南岛
大部分地区将出现35℃以上的高温天气，户外工
作人员和市民需注意防暑降温，尽量避免在阳光
下暴晒，以防中暑；各地晚稻、瓜菜和果树需加强
水肥管理，防止高温灼伤植株，有条件的露地瓜菜
可安装遮阳网；胶园应及时清理杂草，增加林内通
风，降低橡胶林温度。

一种都不能少

本报海口7月29日讯（记者易
宗平 通讯员蒙思奋）几乎从每天清晨
开始，海口不少路口就会有一批人亮
出“建筑”“家政”“搬运”等揽活牌子，
无论烈日还是风雨，都在坚持等候着
雇主。7月29日，随着海南首家“零
工驿站”在海口市美兰区青年路挂牌，
马路口蹲守的零工们将迎来全新歇息

站点和求职平台。
打零工对促进大龄和困难人员就

业增收具有重要作用。近日，人社部
等5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零工市
场建设 完善求职招聘服务的意见》，
提出对零工人员自发集中、具有一定
规模的求职地点，有条件的地方可就
近设立零工服务场所。

据了解，“海南就业驿站——青年
路零工驿站”揭牌，将着重解决“无序
候工、无处候工”难题，为广大务工人
员提供政策咨询、求职登记、信息发
布、职业介绍、技能培训、现场洽谈、权
益保障等“一站式”服务。“小市场”还
将发挥“稳就业、促民生”大作用，通过
推进“智慧就业”，打造“求职招聘一体

化服务平台”，现场线上面试，让服务
更贴近求职者。

据悉，在“零工驿站”揭牌前，省人
力资源开发局（省就业局）对驿站附近
500余名零工进行意向摸底表明：保
安、保洁、家政是零工们的主要求职需
求。下一步该局将有针对性地在驿站
附近走访企业，一对一精准推荐岗位，

让他们可以及时就近找到合适工作。
“我省充分向乡镇、社区、商圈赋

能，向园区、高校延伸，利用各种现有平
台、载体，发挥社会机构力量，推进政企
联手、线上线下融合，服务于个人和市
场主体。”省人力资源开发局（省就业
局）局长赵微表示，“零工驿站”灵活实
用，将因势而建、突出特点、做实服务。

海南首家“零工驿站”在海口挂牌

零工人员有“新家”

新闻发布

本报海口7月29日讯（记者邱
江华 通讯员王云博）7月29日举行
的 2022 年海南省职工职业技能竞
赛新闻发布会透露，该竞赛将于 7
月底至 9月举办，包含了工业制造
板块、交通运输板块、现代服务板

块、建筑行业板块、特色行业板块等
5大板块共30个竞赛职业（工种），
部分获奖选手可直接授予“海南省
技术能手”称号。

发布会介绍，今年的职工职业
技能竞赛以“新时代、新技能、新梦
想”为主题，将以线上开幕形式启动
竞赛活动。在参赛工种方面，石油
开采工（海洋油气操作工）、设备点
检员（过程控制系统点检员）、发电
集控值班员等工种首次被纳入职工

职业技能竞赛范围，更多工种的优
秀职工得到了同台竞技、一展所长
的舞台。

据了解，竞赛采取实际操作考
核和理论知识考试方式进行，本次
职工职业技能竞赛以《国家职业技
能标准》为基础，原则上按照国家职
业（技能）标准高级工及以上组织命
题，并适当增加新知识、新技术、新
工艺和新设备等方面内容。

在竞赛奖励方面，本次职工职

业技能竞赛设置金、银、铜、优胜奖
以外，还设置了优秀组织奖、优秀工
作人员、优秀指导老师（教练）等奖
项。对获得金、银、铜奖的选手，分
别给予8000元、5000元、3000元奖
金奖励。此外，对获得各职业（工
种）决赛前 3 名（双人赛前 2 名，三
人以上团队赛第 1 名）且为职工身
份的选手，授予“海南省技术能手”
称号。

今年的职工职业技能竞赛作为

《海南省职业技能竞赛管理暂行办
法》出台后的首个省一类赛，将对实
际操作考核和理论知识考试合格，
通过竞赛荣获金、银、铜奖和优胜奖
的选手分别晋升三级至一级不等的
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此外，
对各职业（工种）赛项个人赛金奖且
为职工身份的选手，符合海南省五
一劳动奖章推荐评选条件的，按推
荐程序优先推荐参加海南省五一劳
动奖章评选活动。

2022年海南省职工职业技能竞赛即将启幕

技能比拼有舞台

预计7月30日至8月1日

海南岛东北部地区多云为主
其余地区多云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
个别乡镇伴有雷雨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

强对流天气

最高气温全岛大部地区35℃～38℃
最低气温中部地区23℃～25℃

其余地区25℃～27℃

预计8月2日至8月5日

全岛大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局地大到暴雨

全岛最高气温33℃～36℃
最低气温变化不大

最低气温中部地区23℃～25℃
其余地区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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