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省融媒体中心推出原创手绘海报：

“雷公马”漫话疫情防控政策有哪些调整？

看点

本报海口 11 月 29 日
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
记者林芷羽）海南近日发
布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二十条”措施有哪些新变
化与调整？11月29日，新
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
都市报联合推出手绘原创
海报策划《疫情防控“二十
条”作了哪些调整？“雷公
马”带你了解→》。该系列
手绘海报以“雷公马”卡通
形象为原创 IP，采用可爱
萌趣的绘画风格，搭配幽
默风趣的场景对话文案，
为网友科普疫情防控知识
点，并对海南疫情防控“二
十条”措施的内容进行全
方位解读。

据悉，截至11月29日
18时30分，该作品全平台
总阅读量达5万次，获得网
友点赞留言：“这种漫画形
式科普防疫政策，生动又接
地气！”“看完一遍就能马上
get（了解）‘二十条’的重
点，好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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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刘大卫接受审查调查

本报海口11月29日讯（记者尤
梦瑜 通讯员黄琦）11月29日，海南
日报记者从省纪委监委获悉，海南省
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委
员，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刘大卫涉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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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儋州市政府原党组成员、
副市长符巨友被提起公诉
涉嫌受贿罪

本报讯（记者金昌波）近日，海
南省儋州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
长符巨友（副厅级）涉嫌受贿罪一
案，由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
依法向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
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
告知了被告人符巨友享有的诉讼权
利，并依法讯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辩
护人的意见。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
二分院起诉指控：2002年至2021年
期间，被告人符巨友先后利用担任儋
州市那大镇镇长、儋州市国土环境资
源局局长、儋州市政府副市长的职务
便利，在工程款拨付、工程承揽、土地
性质变更、土地相关手续办理等方面
为他人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数
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
其刑事责任。

■ 本报记者 马珂 张惠宁 陈子仪

11月15日，海南省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发布
《关于进一步优化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细化措施的通知》，明确海南
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二十条措施，
以科学精准做好疫情防控工作，高
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据悉，经过一段时间的检验，
省内各界人士对海南防控政策均表
示支持和认可。

“精准防控，就是比以前管得更
规范了，可以不影响周边社区生产

生活。”万宁万城镇周家庄社区党支
部书记夏可平认为，国家出台精准
防控是很合理的，精准不是放开的
意思，哪个小区的哪栋楼发生疫情
就精准封控，不再是出现一例，封控
一个片区，给居民生产生活造成很
大不便。今年万宁市遭遇三波疫
情，万宁市万城镇周家庄社区均成
功做到零疫区。

海口市市民邱先生表示，海南
的疫情防控政策让他和家人有安全
感。“我发现，目前‘海南二十条’对
于省外输入管理比较合理，抓住外
省入琼后的3天黄金防控时间，最
大限度做到早发现、早处置。”邱先

生近期密切关注疫情动态，他发现
海南虽然时有新增，但总体数量可
控，多数为省外输入。在他看来，目
前的防控政策是有效的，在控制疫
情扩散上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我们
也能看到发现确诊病例后，处置是
快速的，能够及时排查风险点，尽快
阻断疫情扩散蔓延。”

琼海市卫健委副主任郑世光表
示，近段时间以来，琼海严格执行第
九版防控方案，扎实推进二十条优化
措施，抓实抓细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严抓“外防输入”。时刻关注风险地
区最新情况，紧盯机场、动车站和渔
港等重要关口，提高“落地检”质量和

速度，严格“人物同防”，坚决筑牢“外
防输入”严密防线。加强社区管控，
对省级部门及外市县推送涉疫关联
人员快速追查，同步组织各镇（区）加
大自主排查力度，并制定了社区管控
流程图，居家隔离管理和健康监测流
程图，出台了相应操作手册，明确管
理责任，确保管控到位。同时，做好
社会面管控。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
患，加强重点人员、重点场所、重点环
节的管控，全面落实“核酸查验+扫地
点码+戴口罩+测体温”等各项防控
措施，减少人员流动，引导群众做好
个人防护，形成全民抗疫合力。

（本报海口11月29日讯）

2022年世界沙滩排球挑战赛
澳大利亚站收官

海南姑娘林美媚获铜牌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11月27日，2022年世

界沙滩排球挑战赛澳大利亚站女子组比赛在托尔
坎结束。代表国家队参赛的海南女子沙排队队员
林美媚和队友夏欣怡组队，以2：1的比分力克美
国队获得季军。

林美媚和夏欣怡组合在小组赛以全胜的战绩
进入16强淘汰赛。在八分之一决赛中，林美媚和
夏欣怡组合战胜日本队，闯进8强。四分之一决赛
中，战胜国家队队友王凡和朱玲娣组合。在半决赛
中，两人不敌队友袁吕雯和董洁组合，无缘决赛。

2022年初，林美媚入选国家队，备战杭州亚
运会和2024年巴黎奥运会。今年，她和队友一直
在海外集训和比赛，取得了不错成绩。

海口秀英区开展
就业技能培训
帮扶戒毒康复人员再就业

本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胥瑞 林贝）近日，
海口市秀英区海秀街道联合司法所、团工委、博纳
社工组织辖区戒毒康复人员、社区矫正人员在海秀
街道禁毒展览馆开展美发职业就业技能培训，以鼓
励帮助辖区戒毒康复人员自主创业、自谋职业。

本次培训特邀浪涛职业培训学校创办人讲授
美容美发知识技能。课堂上，老师通过“理论+实
操”的方式，详细讲解美发工具及用法、各类发型
修剪造型步骤等知识，并邀请3名学员上台互动，
实操传授美发技术技能，让大家快速掌握基本操
作流程。为检验大家的学习效果，老师还手把手
指导学员们动手理发。学员们学习热情高涨，认
真复盘技巧要领，互相交流学习心得。

此次技能培训注重实践，产学结合，力求让社
戒社康、社区矫正人员学得一技之长，提升就业技
能，为他们解决就业难、谋生难、融入社会难等问
题提供帮助，为他们实现就业、自食其力、融入社
会、重塑自我打下坚实基础。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我相信未来会给我翅膀；我坚信光明就在远
方……”11月29日上午10时许，海南（海口）特殊
教育学校的阶梯教室里传来悠扬童声。孩子们用
心歌唱，向前来看望他们的省关工委、省残联志愿
者们表示感谢。

海南（海口）特殊教育学校是一所集九年义务
教育和职业高中教育为一体的综合性特殊教育学
校，目前有670余位听障、视障或智障青少年在这
里就读。“国际残疾人日”和“国际志愿者日”即将
到来，省关工委、省残联组织志愿者送来体育器材
和学习生活用品，与特殊孩子们共度属于他们的
节日。

得知志愿者们要来，视障学生王文健和电声
乐队的伙伴们提前几天就开始准备，把自己最喜
欢的歌曲《光明》排了一遍又一遍：“这首歌曲最能
表达我们的心声——在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
我们一定会像歌词里写的那样，用梦想的翅膀飞
向光明的远方。”

拿到志愿者们送来的排球、飞碟、羽毛球拍等
体育用品，听障学生符传伟笑容灿烂。他一边比
划着手语，一边努力地发音：“谢谢爷爷奶奶、叔叔
阿姨来看我们，我们感到很高兴！”

“志愿者们的到来让我们深受感动和鼓舞，这
体现了社会各界的关心、体现了一个文明城市的
温度！”海南（海口）特殊教育学校校长甘方波介
绍，该校学生在校除了学习文化课程之外，还会根
据残障类型分别接受语言康复、自闭症康复等训
练，共同参与“书香”教室、文明宿舍等校园文化建
设活动。

海南日报记者在实训教室看到，根据学生特
点，该校在职业高中阶段开设了烹饪、美容、缝纫、
按摩、平面设计等课程，赋予特殊孩子一技之长。
临近中午，烹饪实训教室里香气四溢，一盘盘热气
腾腾的菜肴就是孩子们为自己准备的午餐。

甘方波说，未来，海南（海口）特殊教育学校将
继续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特殊教育，让更多特殊
孩子顺利融入社会。

（本报海口11月29日讯）

“海南二十条”可以减少对生产生活的影响、有效控制疫情扩散

坚持精准防控 形成抗疫合力

省关工委、省残联到海南（海口）
特殊教育学校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关爱特殊人群
守护“折翼天使”

成立3年来，海南以省国际传播中心为总抓手讲好海南故事、传播海南声音

引聚全球目光 放大国际声量

扫码看海报

海南省甘蔗种质资源库成立
本报三亚11月29日电（记者黄媛艳）三亚崖

州区人民政府近日与广东省科学院南繁种业研究
所合作共建的海南省甘蔗种质资源库（以下简称
资源库）揭牌仪式在广东省科学院南繁种业研究
所海南育种科研基地举行。

目前，广东省科学院南繁种业研究所科研人
员已收集到珍贵甘蔗种质资源2620份，以此为基
础建立了资源库。科研人员利用资源库攻克了甘
蔗杂交育种“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创建优质高
效的杂交育种技术体系，全国甘蔗品种改良所需
杂交种子90%以上都是利用该库的种质材料进
行杂交生产而来。截至2021年，利用该库培育杂
交种子选育出的自主创新品种在全国蔗区推广面
积占比从原来20%提升到76.7%，有效改变我国
甘蔗品种种植单一化和自主创新品种占比低的局
面，为我国糖罐子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提供保障和
支撑。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近日，在上海举行的美通社新传
播年度论坛暨新传播大奖颁奖典礼
上，海南国际传播中心（以下简称国传
中心）荣获2022年美通社融媒传播
奖，这也是继2021年获得美通社视听
传播奖之后再获殊荣。

从零起步，成行成势，海南声音，
世界倾听。3年来，海南坚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加强
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论述，以
国传中心为总抓手，不断推进国际传
播体系建设，打造大外宣格局，讲好海
南故事、传播海南声音。

截至目前，国传中心已建立起以
海南国际传播网为核心，推特、脸书、
油管、墙照片、VK等海外主流社交媒
体账号集群为重点的传播矩阵。其
中，脸书官方账号粉丝数量突破100
万，成为海南自贸港主流媒体首个粉
丝量突破100万的海外社交媒体官方
账号。

跨媒体融合结硕果

媒体融合大势所趋，海南在国际
传播跨媒体融合方面率先迈出了第
一步。

2019年 11月，在省委宣传部的
指导和支持下，由海南日报报业集团
负责运营的海南国际传播中心揭牌成
立。2021年，海南全力推进国际传播
能力建设，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和海南
广播电视总台国际传播板块深度融
合，聚合报台两大传媒集团国际传播
资源。今年5月，全新组建的海南国
际传播中心正式启航。

作为省委宣传部直接领导的海南
自贸港对外传播机构、海南省融媒体
中心五大分中心之一，国传中心是海
南构建自贸港对外传播整体格局中的
重点平台、海南自贸港“333”国际传
播体系构建的支撑平台。

“333”国际传播体系即造好自
主发声“三大平台”、用好借嘴发声

“三大渠道”、建好对外发声“三大支
撑”。2020年 12月，由海南省委宣
传部报送的《发出海南声音讲好海
南故事——打造以“333”为架构的
海南自由贸易港国际传播新体系》
入选中国外文局发布的“2020年度
对外传播十大优秀案例”。同时，海
南自贸港“333”国际传播体系也入
选了中宣部 2021 年度宣传思想文
化工作案例。

高位谋划推动打造国传中心，精
心策划构建国际传播体系，海南逐步

推动形成了“政府机构—主流媒体—
社会力量”多主体参与的大外宣格局，
构建起多层级联动的对外发声机制，
不断放大自贸港国际声量。

海南故事传世界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
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

心怀“国之大者”，服务发展大局，
国传中心抓住机遇，在“333国际传播
体系”这一大框架下，以匠心之作填充

“肌体”，推动媒体平台“流量”转化为
地方发展“留量”。

2021年6月，在《海南自由贸易
港建设总体方案》发布一周年之际，国
传中心策划推出的创意视频产品《海
南这一年：劳拉带你“云”看自贸港》被
国家广电总局评为“2021年度中国对
外传播优秀网络视听作品”。博鳌亚
洲论坛2022年年会期间，国传中心策
划制作的《博鳌时刻|世界青年说》《博
鳌声音|我所向往的亚洲》《博鳌·遇见
雨林》等系列节目，海内外全平台总阅
读、播放量超2207万次。

在党的二十大召开期间，国传中
心在海南国际传播网推出“以外眼看
海南巨变——海南这十年”英、俄文专

题，以外国人的视角讲述中国故事；制
作推出《海南这十年|老外说》《海南这
十年|遇见自贸港——国际传播大使
带你看海南》等系列英文短视频节目，
全方位对外展示海南十年巨变，描绘
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蓝图。

成立3年来，国际中心以打造特
色外文品牌节目为内容工作导向，策
划推出了《外国人在海南》《劳拉来了》
《芭莲娜走读海南》等特色外语节目，
在推动“海南故事传遍世界”中取得了
一定成效。

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

国传中心通过打通各类渠道，让
声浪不断从海南发出。

2021年7月8日，国传中心与新
华社共同组建“海南自由贸易港国际
传播工作室”，对接新华社遍布全球的
国际传播资源。

在党的二十大开幕之前，国传中
心和环球网携手打造的海南国际传播

“日语网”和“韩语网”上线运行，相关
海外社交媒体账号也同步上线运行。
自贸港自主国际传播平台的传播语种
增加到英、俄、日、韩4个语种。

3 年来，国传中心还通过实施
“合纵连横计划”“海链计划”和“海外

传播官培育工程”，构建起了借嘴发
声“三大渠道”。除了拓展媒体合作
外，国传中心还不断加强与高校智库
合作赋能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全
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建强适应新时
代国际传播需要的专门人才队伍。
目前，国传中心拥有海南实力最强的
多语种国际传播人才队伍，70%的人
才拥有海外留学背景，同时也是全国
省级国际传播中心聘请外籍主持人
最多的媒体。

当下，国传中心正按照打基础、促
提升、成体系“三步走”战略安排，制定
一个目标、一套体系、一个基地、三支
队 伍 、三 大 计 划 、三 大 平 台 的

“111333”总体发展布局，持续推进平
台、渠道、内容、队伍、人脉、话语、评估

“七位一体”建设，努力构建与自由贸
易港开放地位相匹配的国际传播体
系。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国际
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
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
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新时代新征
程，国传中心在海南自贸港建设进程
中主动作为，勇于创新，将用日益丰富
的形式生动讲述中国式现代化的海南
实践。

（本报海口11月29日讯）

海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行政事务部督查专员，
海南省农垦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
总经理羊博锴接受审查调查

本报海口11月29日讯（记者尤
梦瑜 通讯员黄琦）11月29日，海南
日报记者从省纪委监委获悉，海南省
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行政事务
部督查专员，海南省农垦建工集团有
限公司原党委书记、总经理羊博锴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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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法云直播活动
指导少年儿童远离犯罪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谢
芳）11月28日，在“筑梦公益 普法先
行”普法云直播中，海南省高级人民
法院四级高级法官王丹丹作了“远离
犯罪 以法守护少年的你”主题普法
宣讲。

本期直播由海南省司法厅、省普
治办、团省委、省高院共同主办，吸引
了我省广大中小学校师生收看。网
友还可通过“国兴筑梦大道GDA”微
博、“海南共青团”微信视频号、“国兴
筑梦大道GDA”微信视频号等平台
回看直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