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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那大9月26日电（见习记
者曹马志 通讯员符武月）“这是我接
种的第二针剂HPV疫苗，可以提高
自身免疫力，为身体健康加一份‘保
险’。”日前，在儋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该市第一中学初二学生曾同学当天
接种了免费的HPV疫苗。在该医院
接种现场，学生们佩戴口罩有序排
队，接种现场井然有序。

根据HPV疫苗接种程序，9月
份为已免费接种HPV疫苗第一针剂
的适龄女生（13周岁至14周岁半）
接种，各相关学校安排专人组织学生
统一到接种点按照“知情同意、自愿
免费”原则接种 HPV 疫苗第二针
剂。此次儋州市共设置29家接种单

位，将为84所中小学8626名适龄女
生有序接种疫苗。

“宫颈癌是女性高发肿瘤，严重
威胁女性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接
种HPV疫苗可以预防宫颈癌。项目
启动后，我们将与教育部门加强联
动，做到适龄女生应接尽接，提升女
性健康水平。”儋州市卫健委妇幼科
科长周春丽介绍道。

儋州市教育局副局长陈安妮表
示，开展为省内适龄女生接种HPV疫
苗，是省委、省政府2022年为民办实
事事项之一。项目启动后，该局及各
校全力配合卫健部门开展疫苗接种工
作，加大对学生、家长的宣传力度，确
保适龄女生按时接种，保障学生健康。

预防宫颈癌，保护女性身体健康

儋州将为8626名适龄女生免费接种HPV疫苗
昌江今年首个安居房
建设项目开工
将建578套安居房

本报石碌9月26日电（记者刘婧
姝 通讯员钟玉莹）9月26日上午，昌
江黎族自治县昌垦路安居房建设项
目举行开工仪式，该项目是该县今
年首个安居房建设项目。项目总投
资约 5亿元，将建设 11栋共 578 套
安居房，预计 2025 年 9 月完工交
付。届时，将切实解决该县城镇居
民和引进人才住房问题，提升群众
幸福指数。

该项目于9月20日顺利取得“基
坑支护和土方开挖”阶段施工许可
证——该县核发的首张分阶段施工
许可证，为企业节省了工期成本。该
项目用地面积48.28亩，总建筑面积
达8.6万平方米，规划建筑为10栋14
层和1栋7层住宅。 儋州市中学生在医院免费接种HPV疫苗。通讯员 牛伟 摄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党组成员、
副厅长朱洪山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本报海口9月26日讯（记者尤梦瑜 通讯员
王晓桃）海南日报记者9月26日从省纪委监委获
悉，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朱洪山涉
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
查和监察调查。

省公安厅公开征集王清富等人
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

本报海口9月26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王
坤 蒋升）9月26日，海南省公安厅发布检举揭发
王清富等人涉黑涉恶犯罪团伙违法犯罪线索通
告。近期，省公安厅指挥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公
安局对以王清富为首的涉黑涉恶犯罪团伙案件进
行集中收网，共抓获32名犯罪嫌疑人。

为进一步深挖犯罪，彻底摧毁该涉黑涉恶犯
罪团伙，公安机关号召广大群众和社会各界检举
揭发王清富等人涉黑涉恶犯罪团伙违法犯罪线
索。举报线索经查实有效并经司法程序认定的，
省公安厅将按照相关规定给予奖励，并对线索举
报者严格保密。

举报地点：海口市龙华区滨涯路9号（海南省
公安厅扫黑办）。

举报电话：19889026925 林警官（微信同号）。

本报三亚9月26日电（记者徐慧
玲）9月26日，三亚中心城区中学生
陆续返校报到，恢复线下教学。返校
复课首日，海南日报记者在三亚市第
一中学、海南中学三亚学校采访了解
到，学校均实行错峰报到，通过严把入
校关口等举措，确保返校复课平稳有
序。针对无法返校上课的学生，学校
针对性提供线上教学方案，确保学生
能够跟上教学进度。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三
亚各中学生陆续重返校园。

“新学期，新气象，欢迎开启新生
活。”当天上午8时30分许，在三亚市第
一中学校门口，学校按班级划分了近10
个通道，新生错峰报到。老师逐一检
查学生的健康码、行程码和核酸证明
等，提醒学生保持1米间距。身着防护
服的工作人员对所有行李进行消杀。

“同学，你的宿舍楼号是多少？”三
亚市第一中学高二学生孙滢滢一把接
过一位新生的行李，引导前往宿舍
楼。根据疫情防控要求，报到首日，家
长不进校园，三亚市第一中学部分学
生和教师组成志愿队伍，帮助新生做
好入校报到。

据悉，开学前夕，三亚各中学针对
实际情况，制定开学方案，严格落实校
园环境消杀、师生健康监测及相关后
勤服务工作。返校前，三亚市第一中
学、海南中学三亚学校等学校组织人
员分别对师生进校流程、校园疫情防
控应急演练流程，以及物业后勤人员
防疫工作组织了培训。

“为确保返校后学校师生安全健
康，三亚市第一中学每日在校园内进行
核酸采样，并对校内教室、宿舍和食堂
等重要场所进行全方位消毒。”三亚市
第一中学教务处主任龚祚奎介绍，复课
后，学校还陆续对学生开展相关测试，
全面了解学生整体学习效果和个体差
异情况，灵活制定教学起点和进度。

新学期的第一课，除了疫情防控、
红色教育、安全教育外，三亚部分学校
还针对初中阶段学生进行了“收心教
育”，比如分享暑假经历。帮助学生们
迅速调整状态，步入学习正轨，迎接新
学期的到来。

三亚市教育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各中学将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
的同时，认真抓好安全管理、教学管
理、后勤保障等各项工作。

新生错峰报到，严把入校关口

三亚中心城区中学生有序返校复课

9月26日，在三亚市第一中学，学生们在教室上课。本报记者 武威 摄

我省14个秸秆垃圾焚烧火点
被通报

本报海口9月26日讯（记者傅人意）为进一
步落实省委农办《关于压实市县落实“禁烤禁烧”
工作责任的十条措施》和省政协《关于进一步加强
对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 打击土法熏烤槟榔及禁
放烟花爆竹民主监督的工作意见》的通知，巩固我
省秸秆垃圾禁烧工作成效，防止秸秆垃圾露天焚
烧出现反弹，省农业农村厅对出现秸秆垃圾焚烧
火点的市县进行通报。

9月18日19时至25日19时，全省秸秆禁烧
监控系统、卫星遥感系统共发现火点14个。其
中，乐东6个，儋州、昌江各3个，保亭2个。

我省启动海洋灾害Ⅳ级应急响应
海上船只防风避险，沿海危险区域游乐设施及时关闭

本报海口 9月 26日讯（记者孙
慧 郭萃 陈雪怡 邵长春 通讯员石
俊 吕东星 符转）今年第16号台风

“奥鹿”（强台风级）9月26日早晨移
入南海中东部海域，预计其将继续向
偏西方向移动，对我省带来强风雨天

气影响。9月26日上午，我省启动海
洋灾害Ⅳ级应急响应，要求海上船只
防风避险，沿海危险区域游乐设施需
要及时关闭。

受台风影响，海南日报记者从海
口市交通运输和港航管理局获悉，海
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将在9月
27日15时停止作业，有过海需求的司

机旅客可凭48小时1次核酸阴性证明
抓紧时间“预约过海”。记者从海南铁
路海口车务段获悉，部分进出岛旅客
列车调整运行方案，比如9月28日—
29日海口开K458次停运、9月28日—
29日海口开Z386/3次改为当日在湛
江西始发、9月 27日—28日海口开
K512次改为9月28日—29日湛江西

始发等。记者从海南海事局获悉，该
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截至
26日17时，已督促辖区1800余艘在
港船舶落实防风措施。

我省启动海洋灾害Ⅳ级应急响应
后，沿海各市县、各单位按照相关防灾
要求，做好本辖区海洋灾害的防御工
作。相关部门要做好受影响海域的渔

船、工程船等有关船只防风避险工作，
及时关闭沿海危险区域游乐设施，禁
止人员到危险海域海边游玩，开展水
闸、海堤、港口巡查维护，加强港内渔
船安全管理，加固海上渔业养殖设施，
做好薄弱及危险地区海堤加固工作。
必要时，相关部门要做好低洼地区人
员及财产转移工作。

我省开展线下线上
系列招聘活动

本报海口9月26日讯（记者易宗平）近段时
间，我省就业部门加强引导和服务，开展系列线下
线上招聘活动。

近期的线下招聘活动有：9月29日上午的屯
昌县退役军人、随军家属专场招聘会；9月30日
上午的屯昌县农民工、失业人员、高校毕业生专场
招聘会。这两场招聘会的相关岗位正在征集，部
分市县的现场招聘会也将陆续推出。

线上招聘活动有：9月1日至30日举行的秋
季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9月16日至30日举
行的灵活就业人员帮扶线上招聘会。9月19日
至30日举行的澄迈县网络招聘会，岗位包括生产
操作员、市场业务员、客户端开发等。9月8日至
10月8日举行的海南省中小微企业网络招聘会，
岗位包括人事总监、新媒体运营等。9月20日至
30日举行的三亚市吉阳区助力复工复产线上专
场招聘会，岗位包括物业保洁、西餐主管等。9月
21日至30日举行的三亚市网络招聘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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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本轮疫情暴发以来，琼海市交
通运输局机关党委吹响抗疫集结号，广
大党员干部闻令而动、逆行出征，全力做
好抗疫物资、生产生活必需品保运保供，
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党建红”“防
疫白”“交通蓝”交相辉映，成为疫情防控
一线的一道靓丽风景线。

转运跑出“加速度”

回忆起在琼海市交通运输工作指挥
中心（以下简称指挥中心）战“疫”的日
子，琼海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琼海市交
通运输局党支部党员黄田远总能想起8
月16日下午的那场“头脑风暴”。

8月15日下午，安徽省援琼医疗队
结束支援琼海核酸检测的任务，即将抽
调支援陵水黎族自治县。该医疗队离开
后，琼海核酸样本检测能力下降，需将部
分核酸检测样本送往文昌气膜方舱实验
室，核酸检测样本转运路程较以往增加
近一倍。如何缩短转运时间成了摆在指
挥中心面前的一道难题。

“早一分送达检测，就少一分传播风
险，我们要跑得比病毒更快！”8月16日
下午，琼海市交通运输局机关党委书
记、局长许晓虹召集指挥中心工作人员
专题研究。研讨现场，大家积极出谋划
策，最终设计出一套高效转运方案——

在海琼高速沿线互通设置三个二级转
运中转站点，跨市县核酸样本转运实现
1小时送达。

“我们一直在探索、推演更加高效的
转运方式。”黄田远说，面对琼海核酸检
测站点多、分布散的情况，指挥中心根据
不同区域核酸采样点距离、采样效率来
规划路线，划分三级转运模式。一般偏
远乡镇采取出租车直送检测站，部分乡
镇采取二级转运，先送到中转点再由货
车集满送检测站，而嘉积主城区则采取
三级转运，通过顺丰车送中转点，再由出
租车收集送中转站，货车中转站集满后
送检测站。

确定点位和路线后，还需确保转运
司机准确执行，才能实现高效转运。黄
田远带头负责与各转运司机沟通，及时
跟踪司机转运情况。同时，他还对群众
反馈的问题和需求第一时间进行沟通、
协调、解决，并根据突发情况及时调度人
员、车辆。

8月以来，指挥中心全体党员干部
以指挥部为家，确保及时沟通、协调对
接好疫情防控各项任务。指挥中心里，
一张小床几人轮流共享。一根火腿肠、
一桶方便面，工作人员便可“鏖战”至天
亮。正是有着指挥中心这个“最强大
脑”，琼海全市核酸检测样本才能高效、
顺利转运。

关键时刻冲上去

“为了抗疫，再苦再累也值得。”连轴
工作了半个多月的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琼海分公司党支部党员、车
队队长李冰说。

8月3日下午，正在进行车辆技术检
查的李冰接到通知，要求紧急护送琼海
首批医护人员。李冰立即组织人员，调
派6辆客车，带队将200名医护人员护

送至指定地点。
所有车辆安全返回后，时间已接近

21时。李冰吃完晚餐后，为护送医护人
员及物资的应急运输任务忙碌起来。

疫情期间，哪里有任务，哪里就有琼
海市交通运输局党员奋战的身影。8月1
日以来，琼海市交通运输局全体党员干部
带头冲锋在前，与时间赛跑，与病毒赛跑。

据统计，截至9月24日，琼海市交通
运输局机关党委共组织党员志愿者和入

党积极分子750人次参与疫情防控工
作，累计组织868辆车次转运防疫物资
约970.825吨，组织2602辆车次转运样
本25151箱，组织594辆车次转运医护
人员12078人，组织转运隔离人员1418
人、解除隔离人员1115人，海汽公司发
车555班次转运滞留旅客11590人，协
助村（居）45000余人次完成核酸检测。

静态管控期间，琼海市交通运输局
负责组织发放临时通行证，保障重点物

资和重点人员正常流通。
8月18日，黄田远接到了一通来自

定安县交通运输局的电话，告知一辆来
自定安的生鲜运输车在琼海长坡卡口被
拦下，一车的生鲜无法长时间保存，需尽
快运输。得知此事后，黄田远立刻联系
并安抚堵在卡口的货车司机。短短十几
分钟后，黄田远协调货车顺利通行，一车
的生鲜及时送达目的地。

像黄田远这样一手为群众提供出行
便利，一手抓好疫情防控的琼海市交通
运输局党员还有很多。

一段时间以来，部分群众为方便自
身出行，上门或通过电话方式申请办理
临时通行证。琼海市交通运输局党员耐
心为群众解释，其辛苦付出也得到了群
众的理解。截至目前，该局累计发放通
行证32726张，有力保障了重点运输车
辆在疫情管控期间正常通行。

关键时刻冲上去，危难时刻站出来，
这是本轮疫情发生以来，琼海市交通运
输局机关党委全体党员干部的生动写
照，他们以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
心与使命、责任与担当。琼海市交通运
输局机关党委主要负责人表示，下一步，
该局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将严格
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不断提高交通运
输保障能力，为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贡
献交通力量。 （文/陈纸仪）

琼海市交通运输局机关党委书记、局长许晓虹对核酸检测样本转运工作进行安排部署。琼海市交通运输局供图

琼海市交通运输局筑牢“红色防线”

同心守护“疫”路平安

关注台风“奥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