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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潘彤
彤）海南日报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获
悉，12月1日，交通运输部珠江航务管
理局召开新版《琼州海峡客滚运输班
轮化运营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新版
《实施方案》）施行新闻发布会。新版
《实施方案》及配套文件通过采取船舶
服务星级评定、推行优船多跑多运等

措施，进一步优化和创新了琼州海峡
客滚运输班轮化运营模式，试运行一
个月以来成效显著，五星级、四星级船
舶执航航次比例占70%以上，与此前
相比，整体过海时间平均缩短15分钟。

据了解，为更好服务海南自贸港
建设，适应港航一体化发展要求，珠江
航务管理局修订出台新版《实施方案》

及配套文件，并从今年11月1日起开
始试运行，于12月1日正式运行。

据悉，新版《实施方案》及配套文
件试运行一个月以来，琼州海峡客滚
运输平均待渡时间缩短5分钟，平均
航行时间减少10分钟，平均整体过海
时间缩短15分钟。新版《实施方案》
及配套文件明确要求，客滚运输船舶

在海口新海港与徐闻南山港这条主要
航线上的航行时间不超过100分钟，
并逐步缩短至70分钟；在海口秀英港
与徐闻海安新港这条辅助航线上的航
行时间不超过120分钟，并逐步缩短
至80分钟。新版《实施方案》不仅明
确了船舶发班时间，还明确了到港时
间，对船舶装载明确了“船舶到点必须

发班”的要求。过海旅客司机可随时
选择船龄小、船况好、服务优的高星级
船舶，正常情况下基本做到“随到随
走”。新版《实施方案》对船舶航行时
间、装载时间和到港时间进行约束，运
输船舶准班率和准点率明显提高，方
便了群众出行，回应了社会关切的“过
海难”问题。

新版方案试运行一个月，琼州海峡平均整体过海时间缩短15分钟

过海选高星级船舶基本“随到随走”
在海口新海港与徐闻南山港航线上的航行时间不超过 100分钟,
并逐步缩短至 70分钟

本报嘉积 12月 1日电（记者袁
宇）近日，省政务服务中心在琼海举办
全省12345热线“能力提升”业务培训
班，进一步提升各级平台处置企业和
群众诉求的效率，规范服务流程，不断
提高我省热线利企便民服务水平。

据介绍，海南是全国首个建立省域
政务热线的省份。2016年至2018年，
海南12345热线连续三年列为省重点
改革项目。近些年来，海南12345热线

服务能力不断提升，从2016年全省月
均话务量不足5万通，到现在月均话务
量已超120万通。

省政务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介
绍，当前，12345热线的定位已经从基
础的受理接话、处理办件，上升到利用
智能化应用和大数据分析为后期科学
决策服务的更高目标，努力打造海南
自贸港“总客服”。据了解，今年11月
底，我省印发《关于推动海南12345热

线与110报警服务台高效对接联动的
工作方案》，加强12345热线与110、
119、120等紧急热线的应急联动机
制，科学合理分流非警务求助，快速有
效处置突发警情，提升协同服务效能。

此次培训班结合海南自贸港建设
背景，邀请相关专家对各市县12345
分平台以及各子平台的负责人及业务
骨干进行培训，提升业务水平，以更优
服务助力海南自贸港建设。

本报海口 12月 1日讯（记者马
珂）12月1日是第35个“世界艾滋病
日”，主题是“共抗艾滋 共享健康”。
2022年海南省“世界艾滋病日”主题
宣传活动在海口友谊国贸城举办。据
悉，近年来，全省各级政府和各部门认
真落实各项综合防治措施，艾滋病防
治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据了解，我省全面实施临床用血艾
滋病病毒核酸检测，最大限度减少因血

液病毒“窗口期”传播艾滋病风险，经
输血及使用血液制品传播病例接近零
报告。经注射吸毒传播得到有效控
制，全省26个戒毒药物维持治疗门诊
及其36个延伸点累计治疗人数18281
人，治疗人员年保持率为82.4%。从
2014年起，戒毒药物维持治疗在治人
员中再无新发艾滋病感染报告。

此外，母婴传播得到有效控制，全
面实施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工作全覆

盖，最大限度减少因母婴传播造成的
儿童感染，2021年以来母婴传播率均
为0%。感染者诊断发现率不断提高，
全省建立116家检测实验室和70个艾
滋病自愿咨询检测机构。2021年全省
共筛查HIV抗体122.3万人次。抗病
毒治疗工作取得明显成效，截至2022
年10月底，治疗成功率维持在90%以
上。抗击艾滋病的社会环境不断改
善，社会歧视情况不断减少。

我省艾滋病防治工作取得显著成效，2021年以来母婴传播率0%

勿轻视勿歧视 全面“防艾”护健康

2022海南省市（县）级国际传播媒体
融合协作交流会举办

携手合作 组船出海
向世界发出海南声音

本报海口12月1日讯（记者尤梦瑜）11月30
日，由省委宣传部指导，海南国际传播中心主办的
2022海南省市（县）级国际传播媒体融合协作交
流会在海口举办。

会上，海南国际传播中心与三亚、儋州、琼海、
文昌、万宁、东方、五指山、屯昌、陵水、保亭、琼中
签署国际传播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将在多语种国
际传播内容互推、国际传播渠道共享和国际传播
深度联动三方面开展合作，向世界发出海南声
音。11位市县融媒体中心相关负责人受聘为海
南国际传播中心“市县国际传播联络官”。

构建多层级联动，多主体、立体式国际传播格
局，是全面提升对外传播能力和实效的关键一
环。省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要进一步强化
系统思维，坚持“全省一盘棋”的理念，整合资源、
省市联动、协同出海，尽快凝聚起构建海南“大外
宣”格局的强大合力。省市（县）两级国际传播主
体在融合传播时，既要做到“协同”，更要做到“不
同”。要充分挖掘各地独特IP，在用好用活当地
国际传播资源“富矿”的同时，做好分众化、精准化
传播，让海南故事在海外形成百花齐放的生动局
面，让海南声音在世界舆论场形成“一个声音、多
个声部”的国际传播“大合唱”局面。

当天，海南国际传播中心、三亚国际传播中
心、海南（儋州）国际传播中心、海南自贸港文昌国
际传播中心代表分享有关经验，行业专家学者及
各市县融媒体中心代表围绕“如何讲好海南自由
贸易港国际传播故事”交流了经验做法。

海南省优秀美术作品展开幕
本报海口12月1日讯（记者习霁鸿）12月1

日上午，第七届海南省优秀美术作品展开幕式暨
颁奖典礼在省图书馆举行。该活动由海南省文学
艺术界联合会、海南省美术家协会共同主办，展览
分设海南省图书馆、海南省书画院两个展区，展出
时间为12月1日至12日。

据介绍，本次展出的美术作品涵盖了国画、油
画、水彩、版画、综合材料绘画、设计及雕塑七大门类
284件作品。艺术家们从不同角度表现海南的美，
作品情境真实，人物形象生动，艺术语言丰富精湛。

省文联作协党组书记、省文联主席夏斐表示，
希望这次展览能促进海南文艺界对地域文化的认
同感，引领更多的艺术家去创造海南不同的美，让
世人领略艺术海南的魅力，更让“海南画派”能够
生动反映出海南自贸港风貌。

近日，在海南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大批前来越冬的候鸟翔集于此，呈现出“鸟浪”
奇观。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海南12345热线月均话务量超120万通

打造能力强服务优的海南自贸港“总客服”

在海口秀英港与徐闻海安新港航线上的航行时间不超过 120分钟，
并逐步缩短至8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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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 6日正午，伴随着发动机
的轰鸣声，承载着岛际交通保障任务的

“银屿”号船缓缓驶出三沙市永兴岛永
兴码头，开往永乐群岛。“银屿”号开航
时间为每周三、周五、周日，隔天往返，
航行时间 2.5 至 3个小时，有效改善了
三沙市岛礁交通出行难题。

三沙岛礁远离海南本岛，曾经，交
通是制约三沙发展的瓶颈。十年来，三
沙市委市政府一直把改善交通条件，作
为解决民生和建设发展瓶颈的大事提
上议事日程。经过不懈地努力，由“琼
沙3号”轮、“三沙1号”船、“三沙2号”
船、政务包机、岛际冲锋舟等交通工具
共同构建的海空立体交通体系逐步成
形，缩短了三沙与海南本岛的往返时
间。借助交通便利运送到岛上的物资
也极大提高了驻岛军警民的生活水平。

“三沙1号”解“老西沙”
出行之苦

“没有船，回家只能望海兴叹。”在
三沙打渔二十多年的符名友回忆，过去
到三沙打渔，想回海南本岛，只能开渔船
回。有时也想坐仅有的公务船“琼沙三
号”交通补给船，因为舱位少，很难坐得
上。特别是台风天或海况不好的情况
下，“琼沙三号”交通补给船两三个月都
开不了船，人在岛上，家里有事干着急。

三沙设市前，几乎所有像符名友一
样的“老西沙”，遇到交通问题都眉头紧
锁。

2014年，三沙市成立“三沙1号”交
通补给船工作领导小组，仅仅4个月的
时间，三沙人完成了“三沙1号”交通补
给船项目的申报、立项、招投标以及中
央财政资金的拨付；不到1年的时间，

“三沙1号”交通补给船完成整船建造。
2015年 1月5日，是所有三沙人喜

庆的日子。“三沙1号”交通补给船从文
昌清澜港首航永兴岛。三沙岛礁沸腾
了，大家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符名
友还清楚地记得补给船首航时的情景，

“当时，我们都非常激动，终于盼到了大
船，解决了往返海南本岛的交通问题。”

“三沙 1 号”交通补给船长 122.3
米、宽 21 米、吃水深度 5.4 米；总吨
12362，载重量2400吨；设计航速19海
里/小时，续航力 6000海里；可搭载旅
客 456 人，装载 20 辆标准集装箱车。
按正常要求，建造一艘7800吨船，需要
三到四年时间，而“三沙1号”交通补给
船从立项到建成，仅用了一年时间，这
体现的正是新生的“三沙速度”，以及三
沙人的担当精神。

“三沙 1号”交通补给船投入运行
后，从文昌市清澜港驶往三沙永兴岛的
时间为10小时左右，比原来的“琼沙三
号”交通补给船到达永兴岛的时间缩短
5个多小时，还可以多坐200多人。

“三沙1号”交通补给船在8级风条
件下能正常航行，10级风条件下保证
安全，大大提升在恶劣气候条件下的三

沙海上交通保障能力。“三沙1号”交通
补给船的投入使用，有效提升了三沙市
交通补给船和综合服务保障能力。

初步形成三沙海空立体
交通体系

“年轻的时候上了岛就不知何时下
岛，在岛上遇到天气恶劣时，一两个月没
有一班船过来是常事。”每年驻岛时间超
过半年的三沙市永兴事务管理局职工符
天文吃尽了交通不便的苦头。在符天文
的记忆中，因为没有物资补给，以前岛上
最紧俏的是蔬菜，而约定时间回到海南
本岛的家中更是一件难事。

2016年 12月 22日，令符天文激动
的好消息传来。三沙市永兴机场民航
公务包机航班成功首航。从此，天堑变
通途，三沙驻岛军警民上下岛交通方式
不再单一，也不再惧怕寒潮来袭，苦苦

翘首以盼等船来。
对于完善交通体系，逐梦前行的三

沙人并未止步于现状。在三沙市委市
政府的不懈努力下，“三沙 2 号”船于
2017年12月26日正式开工建造，建造
历时1年零7个月。

2019 年 8月 20 日下午，伴着响亮
的汽笛声，“三沙2号”交通补给船在文
昌清澜港举行首航仪式。该船的投入
使用，进一步提升三沙各岛礁之间的交
通运输保障能力，增强海上应急救援和
医疗救助能力。

据介绍，相比于“三沙1号”交通补
给船来说，“三沙2号”交通补给船船身
加长了五米，高度降低，吃水增加，稳定
性更强，可乘坐400多人，船上还配备
了医疗救助系统。

如今的三沙，已有“琼沙三号”交通
补给船、“三沙1号”交通补给船、“三沙
2号”交通补给船、政务包机、直升机、

岛际交通船、冲锋舟、公务船等多种交
通工具，初步形成三沙海空立体交通体
系，有效缓解了三沙驻岛军警民上下岛
交通“瓶颈”。

打通岛礁出行难“最后
一公里”

在永兴岛与海南本岛交通改善的
同时，三沙市还着力改善永兴岛与其
它岛礁之间的交通。十年前，岛际交
通主要是冲锋岛和渔船。十年来，冲
锋舟换了三四代，海上航行的安全性
能不断地提升。现在从永兴岛到赵述
岛有了“晋卿”号交通船，从永兴岛前
往永乐群岛有“银屿”号交通船，每周
三班航次，较好地解决了三沙交通“最
后一公里”问题。

三沙岛礁多、分布散，出行难曾令
许多人感到困扰。由于岛际交通出行
条件有限，船只不固定、往返时间不固
定，给大家生产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

近年来，随着三沙事业的发展，三
沙市七连屿、永乐群岛来了不少年轻
人，他们常年在岛礁一线值班，远离家
人和朋友，特别是周末，缺少娱乐活动。
为激发年轻人的工作和生活热情，今年
以来，三沙市旅游文化和交通运输局深
入七连屿、永乐等岛礁实地调研，听取驻
岛群众意见及建议，优化岛际交通方案，
开通了永兴岛至赵述岛、永兴岛至永乐
群岛航线，每周固定3个船期，有效缓解
了驻岛群众的出行焦虑。

如今，告别一周忙碌的工作到永兴
岛过周末，已成为当下三沙岛礁年轻人
生活时尚新风向。

“过去从永乐到永兴十分不便。要
乘旅游船到三亚，从三亚回海口再乘船
或政务包机到永兴，转一大圈，费时费
力。天气不好时，没有船，有些部队官
兵休假假期都过了，船还没到。现在方
便多了。”三沙市检察院工作人员黄宏
峰感慨道。

（策划/刘超 撰文/刘超 王蓓蓓）

三沙海空立体交通体系逐步形成

天堑变通途 海空出行更便捷

过去十年，三
沙市在政权建设、
民生改善、基础设
施建设、生态环境
保护等方面取得
了一系列成就。

十年弹指一
挥间，三沙人不怕
条件艰苦、不怕情
况复杂、不怕没有
先例，始终站在历
史的长河与政治
的高位，在实践中
铸就“绝对忠诚”
政治品格，凝聚了
“忧国、为民、实
干、创新”的精气
神。十年，三沙人
栉风沐雨，不屈不
挠，砥砺前行，岛
礁处处旧貌换新
颜。十年，三沙从
孤悬海外、设施落
后的海岛渔村，正
在建设成为祖国
最南端基础设施
完善、生产生活便
利、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海域边境
城市。

2019年8月21日，海南省三沙设市后建造的第二艘交通补给船“三沙2号”抵达三沙市永兴岛，完成首航。 吴亚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