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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6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这场大仗硬仗

广告·热线：66810888

琼海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关于万泉春天安居房项目规划与建筑设计方案的公示

现海南礼韵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向我局申报办理万泉春天安
居房项目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手续，项目建设位置为琼海市嘉
积镇嘉南路，该项目位于嘉积城区城南片区控规（修编）CN05082地
块内，用地面积为14739.1m2；控规用地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控规
规划指标为容积率≤2.5，建筑密度≤30%，绿地率≥35%，建筑限高
60米；项目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为：总建筑面积为41098.85平方米
（其中计容面积 36847.75 平方米，装配式补偿面积 1043.44 平方

米），容积率 2.50，建筑密度 17.43%，建筑高度 52.80 米，绿地率
35.07%。为征询申报工程建设用地周边利害关系人意见和建议，现
将申报的建筑设计方案进行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7个工作日（8月
15日至8月 23日）。2.公示地点：琼海市行政审批服务局（http://
qionghai.hainan.gov.cn/zfxxgkzl/bm/zwzx/gkml/）、海南日报和
用地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书面意见请寄到琼海市行政审
批服务局（地址：琼海市嘉积镇金海路398号政务服务中心）；（2）意见
或建议在公示期间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为确保意见
或建议真实有效，便于我局及时反馈情况，请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方
式。4.联系电话：0898-62930106，联系人：王小姐。

琼海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2022年8月12日

●琼海市潭门镇凤头村潮二北小
组经济合作社不慎遗失公章一枚，
声明作废。

公示
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顺泽福湾

小区南墙附近绿地为园区死角，由

于前物业自2019年退场前，已多

年无人打理，杂草丛生，蚊虫泛

滥。现有邻近业主提出各家分地

块自行打理，并承诺：业主打理期

间不改变公共绿地的用地性质，不

在绿地上擅自搭建构筑物，不阻拦

其他业主休闲散步，期限两年，如

无业主反对则继续顺延。此通告

公示期一个月，有持反对意见的业

据海口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指挥部发布的实行临时

性全域静态管理的公告，报名时间

相应顺延），逾期不受理。报名地

点：海口市南海大道266号海口国

家高新创业孵化中心9楼。联系

方式：吴工 0898-68553173。海

口国家高新区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2022年8月15日

主请联系顺泽福湾物业办公室，提

供房号及业主信息进行登记，联系

电话：0898-83386001。特此公

示。

海南顺泽福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8月14日

比选公告
新总绿化提升项目现需向社会公

开、择优选定施工单位，有意愿参

加的单位请携带本企业法人代表

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人身份

证件到我司报名了解情况，以便我

司确定拟邀请对象，开展比选工

作。报名时间：2022年8月15日

9时～2022年8月17日17时（根

典 当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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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

分店25家，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地

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正规专业、快

速灵活、高额低息。海口公司：国贸玉沙

路椰城大厦一层。电话：68541188、

68541288、13307529219。三亚公

司：三亚解放路第三市场旁，电话：

88558868，13518885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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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海口市龙华区城西镇全体
禁毒专干化身志愿者，担任核酸检测点、
酒店隔离点信息员，奋战在抗疫一线，为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力量。

“请大家戴好口罩，排好队，保持1
米以上距离……”近日，在全员核酸检
测现场，禁毒专干“全副武装”，接受高

温“烤验”。
“阿公阿婆，您有健康码吗？带身份

证了吗？”“小朋友，知道爸爸妈妈电话
吗？”在核酸检测现场，这样的对话，禁毒
专干每天不知道需要重复多少次，对没
有健康码的老人，没有身份证、信息不齐
全的儿童信息进行人工录入。同时，每

采集一条信息，要仔细核对人员信息是
否一致，确保采样信息准确。禁毒专干
还在酒店隔离点负责登记、接收隔离人
员信息、统计隔离人员信息等工作。

面对疫情，城西镇全体禁毒专干以禁
毒人的责任和担当，全力以赴投身疫情防
控工作，守护群众健康。 （撰文/梁子）

海口市龙华区城西镇禁毒专干
奋战抗疫一线 守护群众健康

近日，海口市琼山区全体禁毒专管
员全面投入疫情防控攻坚战，在防疫
一线宣传禁毒知识，做到防疫禁毒两
手抓。

据了解，自8月1日疫情发生以来，
琼山区各镇街全体禁毒专管员投身疫
情防控一线，承担密接人员排查、防疫

物资保障、核酸检测信息采集等工作。
在核酸采样点，禁毒专管员积极主动引
导居民群众有序排队；提醒前来检测的
居民们正确佩戴口罩、保持一米距离；
协助群众提前登录健康码小程序及登
记个人信息等；耐心解答群众提出的各
类问题；为孕妇、老人、身体不适的特殊

群众提供一对一贴心服务。
在开展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禁毒

专管员还通过悬挂禁毒宣传横幅、发放
禁毒宣传手册等方式宣传禁毒知识，号
召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禁毒斗争，进一步
开启防疫、禁毒两不误的宣传模式，共
同筑起健康“防火墙”。 （撰文/梁子）

海口市琼山区
防疫禁毒两手抓两不误

连日来，海口市美兰区海府街道全
体禁毒专干、辖区戒毒人员积极下沉到
社区，参与疫情防控工作。以实际行动
践行使命担当，筑起安全防线，全力支
援辖区核酸检测工作。

在全员核酸检测期间，该街道禁毒

专干每天前往服务地点开展社区管控、
维持核酸检测现场秩序、宣传防疫政
策、分发抗原试剂、设备设施摆放、检查
健康码等工作，争分夺秒与时间赛跑。
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斗里，他们每个
人都是奋战“疫线”的无名英雄。

在诸多忙碌的身影中，还有辖区内
的戒毒康复人员积极投身到疫情防控当
中来，他们到防控区参加卡点执勤、到核
酸采集点协助维护秩序、到路面防疫点
履行志愿者职能……他们用实际行动回
馈政府及社会的深切关爱。（撰文/梁子）

海口美兰区海府街道
践行使命担当 筑起安全防线

看点

■ 本报记者 周月光

“您慢慢说，别着急。”
“我是一名江苏的游客，患有强直

性脊椎炎，现急需生物制剂，请尽快安
排我打针……”

“好的，我记下来了，马上反馈给
有关部门……”

8月14日17时25分，三亚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简称12345热线）
接线员唐昊接到了一名江苏游客的

求助。
在唐昊办公桌上，放着一瓶提神

的饮料和一包口服防感中药汤包。这
名江苏游客的求助，是他当天接处的
第99个来电。

唐昊是中国电信三亚分公司一名
员工，8月 6日，他主动请缨到三亚
12345热线当志愿者。

唐昊的办公桌后，是三亚12345
热线俄语专席，不过，接线员耿海川正
在用普通话给一位市民游客提供咨询

服务。
“我是一名俄语翻译，听说三亚

12345热线需要俄语接线员，8月8日
来到这里做志愿者。”耿海川说，没有
外语求助时，他就接听普通热线。8
月14日，他共接处来电50多个。

虽是疫情期间，但三亚12345热
线中心基本保持满员，大家一边倾听，
一边记录，一边交流。

除普通接线席外，中心还设有英
语、俄语、日语、韩语等语种接线专席。

海南日报记者注意到，现场的两
个英语接线席位置空着。“由于疫情原
因，这两个接线席的志愿者未能来到
现场，他们一个在海口，一个在五指
山，有英语方面的热线求助，都会立即
转到他们手机上，他们会及时接处来
电。”热线总值班长苏亚妹说。

据介绍，三亚 12345 热线正常
有 120 多名接线员，日均接处来电
4000 多个，本轮疫情发生后，热线
量日均达到4万个。而由于疫情封

控等原因，12345热线有不少接线员
不能到岗。

“一方面热线量大增，另一方面人
手严重不足。我们紧急行动，迅速招
募数十名接线志愿者，并设置多个外
语专席；所有工作人员就近吃住，实现
工作生活一体化。”三亚市民游客中心
主任何耸说，中心现在日均接处来电
8000多个，是平常的两倍，“我们将尽
最大努力，满足市民游客的需求。”

（本报三亚8月14日电）

设置多个外语专席，当好城市防疫“总客服”

三亚12345热线日均接处来电超8000个

定安一餐饮店免费为
援琼医疗队送爱心餐

本报讯（记者叶媛媛 通讯员王琳文）“来来
来，赶紧把饭装起来！”“300盒，数量对了！”近日，
定安顺天酒店后厨一片忙碌，大家分工协作，有的
负责清洗，有的负责搬运，有的负责分装……

连日来，在定安县社会组织综合党委的号召
下，社会各界爱心企业、爱心组织闻讯而动，纷纷
用实际行动助力定安疫情防控。

“疫情防控人人有责，虽然疫情对我们饭店也
造成了一定影响，但与当前的疫情防控相比，这都
是小事。”顺天酒店负责人王秀云表示，收到政府
号召后，该企业第一时间响应，为前来支援定安的
援琼医疗队免费送上300份爱心餐。

“没有医务人员的辛苦付出，就没有今天来之
不易的防控成果。作为企业，我们也想尽一份微
薄之力，为他们送上一份暖心的‘爱心便当’，感谢
一线抗疫英雄无私的付出。”王秀云说。

这样的爱心企业在定安还有不少。据悉，定
安县爱心协会、定安县商贸协会等社会组织也分
别为此次疫情防控捐赠了一批爱心物资。

人大附中三亚学校气膜方舱
核酸检测实验室投用
日检测量达5万管

本报三亚8月14日电（记者李艳玫 通讯员
陈小南）8月13日，人大附中三亚学校气膜方舱
核酸检测实验室投入运行，该实验室由三亚城投
集团建设，安装3个气膜检测室和核酸检测设备，
配套安装空调、电线及配电箱、网络专线固定IP
光纤等。

河南省援琼核酸检测医疗队队长孔祥东介
绍，经过设备调试及预实验，目前实验室运行正
常，已派出40名医疗队员进驻，分两个班次轮换，
可以满足日检测量5万管的设计产能。

据悉，三亚已在原海南省南繁管理局办公楼、
美丽之冠、三亚技师学院场址建设三处核酸检测
实验室，在上外附中、人大附中三亚学校两处完成
援建检测室项目。

海南太古可口可乐
驰援抗疫一线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疫情形势严峻，海南太
古可口可乐快速反应，用行动表达抗击疫情的决
心。连日来，海南太古可口可乐先后向海口、东
方、儋州、乐东等地疫情防控工作点送去2283箱
饮用水及饮料，满足疫情防控一线的工作人员饮
水需求，支援抗疫一线工作者。

据悉，自4月至今，海南太古可口可乐已向抗
疫一线捐赠饮用水及饮料超过9万余瓶。海南太
古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公共事务及传播经理刘
怡汐表示，海南太古可口可乐将会持续关注抗疫
行动，并将继续为抗疫一线工作者提供助力。

本报海口 8月
14日讯（记者蔡曼
良）自八月初海南
本轮疫情发生以来，
全国多地组建医疗
队支援海南抗疫。
这些医护人员的辛
苦付出和坚守奉献，
海南人民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大家不仅
积极配合防疫举措，
更有许多人用充满
温度的“礼物”感恩
与致敬。

三角梅、水果、
鸡饭……海南日报
新媒体中心于8月
14日发布整合文章
《这些特别的“礼
物”，来自海南感恩
的心》，展现海南人
民如何通过多种方
式表达对“大白”们
的感谢和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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