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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8月18日讯（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朱玉 吴明轩）8 月 18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南方电网海南电
网公司获悉，我省电力供应经历7月
底短期偏紧后，8月份局面得到有效
缓解，目前海南电网保持安全稳定运
行，省内电力供应平稳。

据介绍，今年7月，因全省持续高
温、一次能源供应紧张叠加等因素影
响，省内用电负荷持续维持高位，电力

供需出现了短期的紧平衡。7月25
日至8月3日，省内统调负荷连续10
天突破600万千瓦，统调最高负荷达
642.7万千瓦，与去年最高负荷（647.4
万千瓦）基本持平；7月27日统调日
电量达1.38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

随着8月中旬气温逐步转凉、省
内一次能源形势逐步好转，近期省内
电力供应偏紧局面得到有效缓解。据
介绍，在政府部门的协调解决下，省内

发电用气得到进一步保障，电厂机组
实现满发运行；同时海南电网公司统
筹做好省内机组检修计划，优化各电
厂发电安排，科学调度，充分利用有限
的煤、气资源保障省内电力平稳供应，
共同努力做好省内电力保供工作。

海南本轮疫情发生以来，海南电网
公司启动社会突发事件供电保障IV级
应急响应，全力保障电力安全可靠供
应、保障关键场所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

可靠供电、保障和服务海南发展大局。
据预测，今年8月至12月，海南

省统调最高负荷需求将达630万千
瓦。“预计受天气、一次能源供应存在
不确定性等因素影响，下半年省内电
力供应仍处于紧平衡状态。”海南电网
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该公司
将持续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安全生
产，做好电力保供，积极应对接下来电
力供需紧平衡的挑战。

海南电网公司负责人表示，今年
第四季度还将针对电力供需形势精细
化做好负荷预测工作，滚动做好电力
供需形势分析，优化机组检修和发电
计划安排，充分发挥电网大平台作用，
最大限度挖掘供电潜力，同时加强重
要输变电设备巡视维护，防范电网系
统运行风险，全力实现“保经济增长、
保社会稳定、保民生用电、保电网安
全”的目标。

目前海南省内电力供应平稳
受不稳定性因素影响，四季度电力供应可能出现紧平衡

近日，在严格落实闭环管理，做好
疫情防控的同时，海南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展示中心项目加快建设进度，目
前已全面封顶，正朝着明年4月竣工
验收的目标推进。

该项目位于海口市琼山区双创广
场，造型以“海上帆、风中翼、云上锦”
为核心设计概念。项目建成后将进一
步加快海南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步伐。

本报记者 张茂 实习生 吴渝 摄

海口：

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展示中心封顶

海南多家生活必需品应急保供企业
助力保供稳价

线上+线下 保障“菜篮子”
本报海口8月18日讯（记者傅人意 通讯员

许瑞恒 实习生林慧冬）8月18日，海南日报记者
采访多家省级生活必需品应急保供企业了解到，
我省粮、油、肉、蛋、奶等重要民生商品供应充足，
多家企业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保供应、稳物
价，帮助海南百姓在疫情期间拎稳“菜篮子”。

“疫情期间，我们除加大力度从海口凤翔批发
市场等地方采购本地蔬菜，每天还从省外市场调运
蔬菜。海口37家旺佳旺门店每天投放蔬菜量达30
吨左右，蔬菜品种保持在60至80个。”海南旺佳旺
商贸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钟前云介绍，目前，超市对
粮油、鸡蛋、大米等重要民生商品已经有充足储备。

“我们加大采购力度，与周边省市菜市场联动，
保证供货渠道通畅，供应物资充足。”海口市菜篮子
江楠农产品批发市场办公室主任邹敏表示，目前，该
批发市场还在甘肃、云南等地加大蔬菜采购力度，对
海南全省日供应蔬菜量达2000吨，蔬菜品种包括
上海青、辣椒、大白菜、黄瓜等，平均价格2.15元/斤。

如何做好猪肉产品的保供稳价？记者从罗牛
山股份有限公司获悉，该公司旗下畜牧、肉类及冷
链物流等企业充分发挥民生保障主力军作用，做
好猪肉产品及城市冷链物流保供应工作，全面保
障全省消费者的日常生活需求。

8月1日至17日，海南罗牛山畜牧有限公司
累计向全省市场投放约1.7万头生猪。海南罗牛
山肉类有限公司累计向全省市场供应约1183吨
猪肉。其中，该公司通过线上平台开展保供工作，
累计投放13.8万份猪肉产品。

乳制品方面，海南艾森乳业有限公司相关负
责人表示，疫情期间，公司对单位团购、24小时便
利店、社区团购、蛋糕连锁店、酒店等不间断供货，
日供货量约4吨，基本满足全省现有艾森客户对
新鲜牛奶的需求。

另据悉，自8月份以来，海口市菜篮子产业集
团向万宁、陵水、东方、临高、澄迈、文昌、儋州、琼
海、乐东、屯昌、保亭、白沙等12个市县调运蔬菜
助力保供稳价。目前，该集团蔬菜储存量4100
吨，每天供应近300吨，共35个品种，同时还投放
到海口200多个平价菜店。

日前，省发展改革委牵头成立“双统筹”和“隔
离点”推进专班，下设保供稳价、经济运行等六个
小组。“目前，我省重要民生商品供应充足，市场价
格环比略有下降，政府储备物资可满足全省人民
正常生活需求，市场秩序良好。”省发展改革委相
关负责人表示。

——2022年中国医师节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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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疫情，海南省安宁医院党委主
动扛起防控责任，医院领导班子靠前指
挥，全院一盘棋，迅速组织人力物力投
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派出人员支
持海口和三亚抗疫工作。8月4日至18
日，共选派医护人员1330人次，完成采
样任务636923人次；同时，开展心理应

急援助工作，第一时间开通了24小时
心理援助服务热线96363，面向广大群
众提供免费的心理援助服务，主动与群
众搭建起心理沟通的桥梁，提振群众同
心抗“疫”的信心，协助和指导市县精防
机构开展现场心理危机干预和免费服
药工作。

抗击疫情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更是一场众志成城的战“疫”，每个人
都是“战士”。海南省安宁医院党委书
记林展表示，将不折不扣落实好疫情
防控政治责任，全力以赴救治患者，确
保各项防控措施落地见效。在与疫情
的竞速中，携手书写“安宁人”的责任

与担当。
同时，海南省安宁医院一直坚持

公立医院公益性原则，目前与11家医
联体单位开展合作，积极推进医联体
合作；认真做好精神残疾、劳动能力鉴
定与司法鉴定工作；开展义诊和健康
宣教等。

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工作 勇担当彰显公立医院公益性

2022年以来，该院启动全省精神障
碍流行病学调查项目，落实“2+3”健康
服务包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二代长效针注
射项目，推进国家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
促进试点工作，建立健全心理危机干预
工作协调机制和协同服务平台，将心理
危机干预纳入各类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强化“96363”省级心理援助热线服务能
力，今年上半年，省心理援助热线96363
接听来电322条，有效干预6次。

8月18日凌晨三点，电话响起。“您
好，我现在很难睡着觉，疫情开始后不
能出门，情绪也变得很敏感，一点小事

都很容易发脾气。”“感觉情绪波动比之
前大了吗？现在可以把压抑在内心的
话说出来，我们一起来找找解决的办
法。”在心理援助热线中，海南省安宁医
院心理咨询中心的中级心理咨询师张
婧医生为居家人员耐心地提供心理援
助服务。她说：“社交隔离可能会让居
家人员体验到孤独感，生活规律打乱，
情绪变得不稳定。通过心理援助热线，
倾听他们压抑在心中的苦楚，同时，有
针对性地给予心理疏导，可以帮助患者
缓解不安、焦虑的情绪。”

此外，张婧还录制了《中小学生暑

期疫情居家，静心四步法，提高心理免
疫力》《疫情期间，孩子如何跟家长对着
干，家长应该如何应对》《疫情期间入睡
困难如何解决》《疫情期间运用音乐疗
法疗愈内心》等科普视频，为大家传递
心理调适技术，以提高心理适应能力。

“面对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风险，
我们需要戴上口罩做好防护，而面对心
理上的‘病毒’，我们有责任为广大人民
群众和医务工作者备好心理的防护口
罩。”海南疫情防控攻坚战期间，张婧主
动承担起了这份责任，她以实际行动践
行着党员的初心使命，用责任和担当帮

助广大人民群众守护心理健康，筑牢抗
疫“心”防线，守护心灵“绿码”。张婧表
示：“虽然不能像其他医务人员一样奔
赴前线参加抗疫，但是我能利用自己的
专业知识，在后方做守护群众心理健康
的忠诚卫士，也感到非常高兴。”

除了心理危机干预，海南省安宁医
院还广泛开展心理健康知识科普、心理
健康培训等；全力做好严重精神障碍患
者门诊治疗免费服药项目，完善对口技
术帮扶长效机制，优化护理服务能力，
加强医院感染质量控制，积极推进“三
甲”创建工作。

争创“三甲专科医院” 提升心理危机干预能力

海南省安宁医院：

做群众信赖的“精神港湾”
疫情期间，医院开通24小时热线96363为群众提供免费心理援助服务

精神卫生问
题已经成为重要的
公共卫生问题和突
出社会问题，精神
（心理）健康关系千
家万户家庭的幸福
和社会稳定。

作为我省唯一
一所三级公立精神
病专科医院和精神
卫生中心，海南省
安宁医院（海南省
精神卫生中心）以
创建三级甲等精神
专科医院为抓手，
以建设省级精神卫
生临床医学中心为
目标，坚持公立医
院公益性，找准群
众的“操心事”，努
力实现“精神类大
病不出岛”；同时落
实疫情防控常态
化，积极做好疫情
防控支援工作，为
海南自贸港建设作
贡献。

今年以来，海
南省严重精神障碍
防治管理服务工作
取得良好成效，五
月份全国综合排名
第2名，比去年同
期提升17位名次。

今年以来，海南省安宁医院以省精神
卫生临床医学中心建设为抓手，提升学科
发展；积极融入湘琼战略合作框架建设，深
化中南大学湘雅二院与海南省安宁医院
的合作，共同开展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
研教学、业务技术、远程医疗、医药产品引
进及开发、医院管理等，实现大病不出岛。

目前，该院引进1名博士、3名硕士，
柔性引进专家3名，长期签约1名，外派1
名医师到湘雅二院进修学习；加强亚专科
建设，成立了睡眠障碍中心、抑郁焦虑诊
疗中心，邀请中南大学湘雅二院精神卫生
研究所教授团队到该院指导工作；推进心
理团队、科研团队建设，筹建少儿心理科、
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心事宜，目前少儿心理
科挂牌在医学心理科，已收治15岁及以
下患者77人次；成立临床研究管理委员
会及科研团队，进一步规范和管理医院的
临床研究工作；加大心理团队建设，延伸
住院患者的心理治疗工作。

为了加强教学规培能力，海南省安宁
医院承担海南医学院理论教学193学时，
见习63学时，接受见习学生770人次、实
习学生17人次；与海南省人民医院及其
他医院联合承担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
作，今年上半年完成规培38人，其中精神
科规培4人。为了提升科技竞争力，医院
积极筹建院士工作站，鼓励职工开展科研
活动，加强科研能力。

随着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
和大数据技术的迅猛发展，给海南省安宁
医院建设省精神卫生临床医学中心和争
创“三甲专科医院”带来了新契机，同时也
面临着一系列机遇和挑战，海南省安宁医
院将进一步健全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体
系、从“以精神疾病防治为中心”向“以心理
健康为中心”转变，建成与海南自由贸易港
相匹配，与公众身心健康需求相适应的心
理健康和精神卫生体系。 （撰文/沐梓）

建设省精神卫生临床医学中心
推进学科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