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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A04版
着力推进贸易投资自由便利、财政税收
保障、营商环境建设、压力测试和风险防
控、产业发展与园区建设、人才支撑、生
态环境保护、民生保障、公共卫生和社会
治理等方面的立法，并进一步加强法规
廉洁性评估工作，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
性、协同性、时效性。

三、聚焦省第八次党代会明确的重
点任务加强监督。善于综合运用法定监
督方式开展监督，用好执法检查这一“法

律巡视”利剑，更加重视运用专题询问方
式监督问效，推动省第八次党代会决策
部署落地见效。不断创新监督工作机
制，积极探索人大监督与其他监督有效
衔接机制，进一步增强监督刚性和实
效。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事关海南自
由贸易港建设、攸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重
点难点堵点问题开展监督。经济建设方
面，要更加关注“十四五”规划实施、营商
环境优化、财政预算管理、国有自然资源
资产管理、政府债务管理、乡村振兴等问

题。生态保护方面，要更加关注海南热
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湿地保护、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生活垃圾分类、六水共治等
问题。社会治理方面，要更加关注知识
产权审判、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犯罪、

“三无”船舶综合治理、“三非”外国人治
理、安全生产等问题。民生保障方面，要
更加关注社保卡一卡通服务管理、基本
医疗卫生与健康、黎医黎药体系建设、民
族地区教育、申请“双世遗”项目、华侨权
益保护、文物保护等问题。

四、支持和保障代表在海南自由贸
易港建设中更好发挥作用。尊重代表主
体地位，增强服务代表意识，提升代表工
作能力，支持和保障代表在民主协商、民
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方面展现
新作为，积极为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贡
献智慧和力量。加强代表能力建设，更
加注重代表教育培训的系统化、规范化、
专业化。拓宽闭会期间代表参与渠道，
为代表依法履职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
加强常委会组成人员联系代表和代表联

系人民群众工作，加强对代表联络站建
设的指导。提高代表议案建议提出和办
理水平，推动更多议案建议转化为促发
展、惠民生、暖民心的政策举措。创新代
表履职管理机制，充分调动代表履职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

五、牢牢把握“四个机关”定位加强
自身建设。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推动理
论武装走深走实，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
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坚定捍卫“两个确
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加强能力和

作风建设，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加强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议事和工作
程序，以制度保障依法履职。加强对市
县人大工作的指导，推动中央及省委人
大工作会议精神落地见效。

各位代表，让我们更加紧密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
省委坚强领导下，锐意进取，埋头苦干，
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
于历史的业绩，为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
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作出新贡献！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学习强国”
三沙学习平台正式上线

本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林芳羽）
2023年1月19日，“学习强国”三沙学习平台正式
上线，这是海南省三沙市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的一项具体
举措，标志着海南省三沙市在“学习强国”上有了
展示三沙形象、讲好三沙故事、传播三沙声音的学
习宣传阵地。

“学习强国”三沙学习平台由三沙市委宣传部
主办，立足三沙特色，开设“新时代三沙”“三沙头
条”“奋进三沙”“大美三沙”“文明实践”“人文三
沙”“视频荟萃”七个栏目，通过图文、视频、图集、
音频等方式，多维度展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在三沙的生动实践，展现三沙的政
治、经济、历史、文旅、文明、生态、民生等各方面的
发展成就和地方特色，深度讲好践行新发展理念、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三沙故事。

本报海口1月19日讯（记者马
珂）新春佳节临近，人员跨区域流动和
聚集性活动增加。为保障本地居民、

“候鸟”人群及来（返）琼探亲、旅游人
员等能顺利度过一个健康、快乐、祥和
的春节，1月19日，海南省疾控中心
温馨提示：欢庆过节，莫要忘记做好疫
情防控，履行健康职责，做自己健康的
第一责任人，保护好自己和家人。

省疾控提示，每个人都是自身健
康的第一责任人，应科学理性认识新
冠病毒感染性疾病，保持积极乐观心
态。坚持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公
筷制、保持社交距离、咳嗽礼仪、清洁
消毒等卫生习惯。出行途中、公共场

所、走亲访友，尤其是探望老人，应佩
戴口罩。新冠病毒感染阳性人员应
居家治疗，确需外出时，应全程佩戴
N95或KN95口罩；感染者康复后也
应戴口罩，减少重复感染风险。保持
健康的生活方式，放松心情，保证睡
眠，规律作息，合理膳食，饮食规律，
避免暴饮暴食，禁烟限酒。新冠病毒
感染者转阴后仍要注意加强营养，适
当休息，短期内不要过度劳累、避免
剧烈运动。

做好自我和家人的健康监测，
密切关注发热、干咳、咽痛、肌肉酸
痛、嗅觉味觉减退等新冠病毒感染
相关症状，对于无症状感染者、轻型

病例可采取居家治疗、不外出，居家
期间尽可能减少与家人接触；症状
明显的，可到就近的诊所、卫生室、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或乡镇卫生
院获取健康咨询、抗原检测、用药指
导等服务；使用治疗药物不擅自加
大剂量和频次，做到合理安全。如
果症状持续加重，出现用药后仍高
烧不退、胸闷气促、呼吸困难等情
况，应及时就医诊治。

当前正值呼吸道传染病高发季
节，节日期间，倡导移风易俗，电话问
候、视频拜年，减少走亲访友带来的疾
病传播风险。农村地区应减少赶集、
庙会、文艺演出等聚集性活动，红白事

尽量简办，减少人员聚集。尚未感染
过新冠病毒的老人、儿童、孕妇及有基
础性疾病的人群应尽量减少外出，不
参加或少参加各类聚集性活动，远离
有发热和咳嗽症状的人员，以降低被
感染风险。

返乡人员应科学合理安排行程，
尽可能错峰出行，避免人多拥挤，减少
人员聚集，降低感染风险。有出行计
划者，应合理规划路线，提前了解目的
地疫情情况，建议不前往疫情高流行
地区探亲、旅游。确需出行者，应尽量
简化行程、错时错峰，并准备适量口
罩、消毒湿巾、免洗手消毒剂及对症治
疗用药以备不时之需。

省疾控提醒，疫苗接种是预防疾
病最有效的措施，全程接种新冠病毒
疫苗，可显著降低感染后发生重症及
死亡的风险。请符合条件的城乡居
民，尤其是老年人和有基础性疾病的
人群，全程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完成全
程免疫满6个月的居民可进行加强免
疫，做到应接尽接。

春节期间更要重视老年人群的防
疫，应减少外出，尤其是避免到人群聚
集的封闭场所。返乡后拜访家中尚未
感染过新冠病毒的老人、孩子、孕妇或
有基础性疾病的人员，要保证自身健
康状况良好，并做好个人防护，缩短探
望逗留时间。

省疾控中心发布春节假期疫情防控提示

倡导错峰出行 做好个人防护

广东茂名患者
赴海南寻求“一线生机”

跨海求医记
■ 本报记者 马珂 通讯员 谭莹

“去海南治病！”经过整整两天的
家庭商议，最终，被确诊为A型主动
脉夹层的广东茂名老人赵翠桂（化名）
将生的希望托付给了海南。

急救车奔驰南下，漂洋过海。
2022年12月16日，海南医学院第二附
属医院（以下简称海医二院）心血管外
科的医生们推着病床进入手术室。

时间回到2022年12月12日，赵
翠桂突然感到胸闷。家人带其到当地
医院检查，被确诊为A型主动脉夹层。

“医生告诉我们，这种病是严重的心血
管疾病，像定时炸弹一样随时可能有生
命危险。然而，当地没有办法做这种手
术，让我们赶紧去找大医院，还会有一
线生机。”赵翠桂的女儿郭沛（化名）说。

经过多方打听，他们得知国内顶
尖心血管病专家张卫达在海南。

“来海南吧！我们的心外科救治
水平不低于国内其他地区，我有把握
做好这个手术！”在了解患者病情后，
张卫达给出了肯定的答复。

“张教授的话，给了我们很大的信
心。”郭沛说，经过两天的家庭讨论，最
终决定跨海求医。

一路绿色通道直通心血管外科病
房，在完成术前谈话，赵翠桂老人点头
同意手术后，医生们推着她的病床直
奔手术室。6小时后，赵翠桂手术成
功，生命得以延续。

“赵阿婆，气色不错！”1月16日，赵
翠桂在家人的陪伴下回医院复诊，海医
二院心血管外科首席专家韦华嘱咐了
一些注意事项。“感谢海南的医院和医
生，让我们一家人还能团圆。”郭沛说。

韦华介绍，3年多来，该院建立了海
南岛唯一的A型主动脉夹层绿色通道，
一共救治了近300名A型主动脉夹层患
者，手术成功率高达93.5%。

近几年，海南围绕逐步提升医疗
服务水平，不仅越来越多的患者大病
不出岛，像赵翠桂这样岛外患者入岛
求医的事例也越来越多。

（本报海口1月19日讯）

从1月19日14时起——

进岛客货车辆全预约购票过海
本报讯（记者邵长春）海南日报

记者1月19日从海南省交通运输厅
获悉，广东省琼州海峡轮渡运输管理
办公室1月19日下发通知，要求自

2023年1月19日14：00起，所有进岛
客货车辆实行全预约购票过海模式，
要求所有进岛客货车辆须提前预约购
票，凭票进港。

此举旨在提升琼州海峡轮渡运输
服务水平，引导进岛车辆有计划出行，
保障海峡通道安全、畅通、有序、便捷。

根据该通知，徐闻港等琼州海峡

北岸港口已通知有过海需求的司机旅
客朋友们提前通过微信公众号等渠道
预约购票，合理安排进岛行程，未预约
购票的请勿前往港口。

本报海口1月19日讯（记者刘
晓惠 通讯员李艺娜）1月18日，海南
日报记者从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
获悉，为给广大市民游客过个欢乐喜
庆、年味十足的兔年春节，省旅文部门
组织各大旅游景区、文化场馆在春节
期间策划推出丰富多彩的旅文活动。

1月14日开启的海南省2023年
“文化进万家——视频直播家乡年”
活动将持续到元宵节，贯穿整个春节
假期，让人民群众感受欢乐、喜庆、祥
和的节日氛围。

在旅文活动和产品打造上，海南
各市县因地制宜推出旅游休闲项目、
民俗文化活动、旅游惠民措施，带领
游客沉浸式过大年。春节期间，海口
将推出百余场形式多样、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文化惠民活动、春节主题活
动，包括文艺演出、展览展示、综合体
验活动、光影秀等，各大旅游景区还
将举办不同主题的新春潮玩七天乐
活动。三亚围绕“年味满三亚，金兔
到万家”主题，组织开展2023年三亚
市年味氛围营造系列活动，涵盖文
化、旅游、体育、演艺、促销、惠民等多
个方面，让市民游客在春节、元宵期
间享受丰盛的文化大餐。儋州、文
昌、东方、定安、昌江、保亭等市县则
结合各自特色，推出了新春祈福庙
会、潮流年货集市、书法家春联作品
展览等年味民俗活动，最大限度满足
市民游客多样化需求。

面对即将到来的春节旅游热潮，
省旅游市场综合整治领导小组相关
成员单位将联合开展2023年春节假
日旅游和文化市场督导检查工作，紧
盯疫情防控、安全生产和市场秩序，
严厉打击扰乱旅游市场的违法违规

行为，特别是对假日期间发生的欺客
宰客等损害海南旅游形象的行为，坚
决依法从严从重从快严厉查处，全面
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和游客满意度。

省旅文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各市
县政府也将加强属地管理，对辖区内

假日旅游市场加大监管力度，及时处
理游客在旅游购物、婚纱摄影、餐饮
及海鲜水果消费、交通出行、住宿服
务等涉旅消费领域存在的堵点、难点
及投诉问题，严格规范假日旅游市场
秩序。

春节期间我省将推出多项旅文活动，多措并举保障群众欢度节日

服务不停歇 年味更浓郁

1月19日，春节临近，海口人民公园张灯结彩，年味越来越浓。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邹世全刻字艺术展在海口展出
本报讯（记者欧英才）我省书法家邹世全刻

字艺术展日前在海口展出，共展出精品刻字艺术
作品近50幅，受到业内关注。

邹世全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海南省书法
家协会刻字艺术委员会委员。作为海南第一批研
究现代刻字艺术的先行者，在艺术创作上取得了
较好成绩，先后创作了数百幅作品。他的书法刻
字作品《道法自然》和《旷达》分别入展全国第三、
四届刻字艺术展。《精忠报国》《精石为开》分别入
展第六、十届世界刻字艺术展。

据了解，邹世全的刻字艺术从色彩、刀法、章
法、字法上用功。其作品以书法为主体，把刻字艺
术与绘画、设计、雕刻结合在一起，以木质为材料、
刀刻为技法来表达审美情趣与意境，形成独具特
色的艺术风格。

去年全省网信系统
持续加大联合惩戒力度
开出限期整改通知书104张

本报海口1月19日讯 （记者陈蔚林 尤梦
瑜 通讯员肖智晟）海南日报记者1月19日从省
网信办获悉，2022年，全省网信系统聚焦网络生
态综合治理，持续加大联合惩戒力度，累计依法约
谈网站平台、自媒体44家，开出限期整改通知书
104张，实施行政处罚61万元，营造了清朗网络
空间，形成了行业监管强有力的震慑作用。

2022年，全省网信系统陆续开展整治网络直
播短视频领域乱象、互联网用户账号运营乱象、网
络暴力等“清朗”系列专项行动，通过约谈、限期整
改、暂停功能更新、关闭封堵网站、罚款、责令处理
责任人等行政执法手段，加强对互联网行业各类
平台、账号的监管，查处了一批传播各类违法违规
信息、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互联网平台和账号。

依托“海南省网络综合治理统一指挥平台”，
全省网信系统实行“1+2+3”运行模式，联合有关
部门集中开展净网、护苗等“扫黄打非”系列专项
行动和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等专项工作，进一
步加大跨部门之间沟通协作力度，集中清理整治
一批提供色情服务、传播色情有害信息、经营网络
赌博的网站平台。

据统计，2022年，全省网信系统共关闭网站
平台56家，查处7个假冒新闻自媒体，查删违法
违规信息20余万条，注销违法违规网络账号3万
余个，封堵网站平台223家，全网下架移动应用程
序6款，暂停平台功能更新6次，列入下载网站黑
名单管理移动应用程序378款，公开通报违法违
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移动应用程序87款。

专题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欧英才 美编：张昕

12月份城市集中式饮用
水源地水质状况：全省开展
监测的10个在用城市集中式
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均达到或

优于《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地下水质
量 标 准 》（GB/T 14848-
2017）Ⅲ类标准，达标率为

100%。（备注：饮用水水源为
原水，居民饮用水为末梢水，
水源水经自来水厂净化处理
达到《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的要求后，进入居民供水系
统作为饮用水。）

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2023年1月15日

按照《环境空气质量标
准》（GB3095-2012）及修改
单、《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技术
规范（试行）》（HJ663-2013）
和《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排名

技 术 规 定 》（ 环 办 监 测
〔2018〕19 号）评价，2022 年
12 月，全省环境空气质量总
体优良 ，优良天 数 比 例 为
100%，其中，优级天数比例

为 59.7%，良级天数比例为
40.3%，无轻度及以上污染
天。

环境空气质量排名靠前
的市县分别是五指山市、保

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和三沙
市，排名靠后的市县分别是
临高县、海口市和儋州市。
2022 年 12月全省 19个市县
环境空气质量排名如右：

2022年12月市县环境空气质量排名

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2023年1月9日

2022年12月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状况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市县名称

五指山市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三沙市

乐东黎族自治县

三亚市

陵水黎族自治县

白沙黎族自治县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屯昌县

文昌市

环境空气质量
综合指数

1.756

1.852

1.871

1.912

2.090

2.152

2.188

2.222

2.281

2.311

排名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

市县名称

昌江黎族自治县

东方市

琼海市

万宁市

澄迈县

定安县

儋州市

海口市

临高县

/

环境空气质量
综合指数

2.324

2.436

2.460

2.486

2.548

2.648

2.676

2.765

2.96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