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门诊名字 值班电话 咨询电话 地址

吉阳区河东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0898-38880152 0898-38880155 三亚市吉阳区商品街13巷

吉阳区田独卫生院 0898-88710049 0898-88710049 三亚市吉阳区吉阳大道5号

吉阳区荔枝沟卫生院 0898-88385489 0898-88385489 三亚市吉阳区荔枝沟路

天涯区河西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0898-88258755 0898-88258755 三亚市天涯区红旗街54号

天涯区南边海社区服务站 0898-88217641 0898-88217641
三亚市天涯区南边海路 101

号

天涯区凤凰卫生院 0898-88693652 0898-88693652 三亚市天涯区凤凰路342号

育才生态区育才卫生院 13876565080 0898-88953566
三亚市育才生态区人民路北

50米

天涯区马岭卫生院 0898-88911522 0898-88911522
三亚市天涯区225国道北100

米

崖州区崖城卫生院 13907630222 0898-88707007 三亚市崖州区水南村路口

崖州区梅山卫生院 13034961969 0898-88890120 三亚市崖州区梅东村

海棠区林旺卫生院 0898-88750902 0898-88750902 三亚市海棠区林旺大道

海棠区藤桥卫生院 0898-88812146 0898-88812146 三亚市海棠区新民路

海棠区南田农场医院 0898-88812364 0898-88812364 三亚市海棠区新民路

吉阳区南新农场医院 0898-88715997 0898-88715997 三亚市吉阳区荔枝沟路

育才生态区立才农场医院 13876588870 0898-88951070 三亚市育才生态区人民路

天涯区高峰医院 13876535188 0898-88981289 三亚市天涯区南岛农场

崖州区南滨医院 0898-88841662 0898-31097819 三亚市崖州区南滨农场

三亚市人民医院急诊科 0898-88259997 0898-88273522 三亚市解放三路 558号

海南省第三人民医院急诊科 0898-88290120 0898-88290120 三亚市解放四路 146号

三亚市中医院 0898-88688120 0898-88688120 三亚市凤凰路106号

301医院海南分院 0898-37330902 0898-37330902 三亚市海棠区江林路

三亚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0898-31509920 0898-31509920 三亚市解放路674号

本报讯（记者 陈人波）近期，长春长生
公司人用狂犬病疫苗事件在全国各地引发
了很大反响。日前，三亚日报记者从有关部
门获悉，三亚自2016年后未曾采购长春长
生公司生产的人用狂犬病疫苗，所以也就没
有群众在三亚本地注射过这种疫苗。但在
外地接种过长春长生狂犬病疫苗者可免费
在三亚续种或补种。（续种或补种门诊详见
表格）

7月22日下午，三亚日报记者曾向市疾
控中心有关负责人求证过相关情况，得到明
确回应：三亚没有采购过长春长生批号
201605014—01百白破疫苗，三亚无长春长
生涉事批次狂犬病疫苗。

8月9日，市卫计委就相关情况作了通
知。当日下午，三亚日报记者就相关情况再
次采访了市疾控中心免疫规划科。据了解，
世界卫生组织2018年4月发布的狂犬病报
告，狂犬病潜伏期通常为 1-3 个月，罕有
超过 1 年者。根据狂犬病发病特点，曾在
外地接种过长春长生公司狂犬病疫苗的
群众，已完成接种程序者不需要补种。如
受种者有补种意愿，接种单位在告知防控
知识、疫苗的保护作用、接种后注意事项
等内容后，可免费补种。尚未完成接种程
序者，可到三亚接种单位免费续种其他公
司合格的疫苗。

此外，如何知道是否接种了长春长生公司
狂犬病疫苗？还没有完成全程接种该怎么
办？什么情况下需要进行跟踪观察？想知道
这些你关心问题的解答，可扫描以下二维码。

长春长生狂犬病疫苗外地接种者
可免费在三亚续种补种

■三亚疾控部门未曾采购长春长生公司人用狂犬病疫苗
■已完成接种程序者不需要补种；有补种意愿者可免费补种；尚未完成接种程
序者可免费续种

本报讯（记者 洪光越）8 月 8 日，市委常委、
组织部长傅君利率领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市
城郊人民法院等 8 个单位的党员干部，赴育才生
态区雅林村开展“党员活动日”志愿服务活动，重
温入党誓词，与村民一起打扫卫生，并参加该村

“文明卫生户”表彰仪式。
当日下午，在育才生态区雅林村委会多功能

综合楼前，雅林村黄清、黄慧玲、高秀令、王辉明
等 10 位“文明卫生户”穿戴整齐、面带笑容等待着
表彰仪式的开始。

“能获得‘文明卫生户’称号，我很高兴，也很
荣幸！”雅林村红旗小组的容其明告诉三亚日报
记者，目前村里正在开展“创文巩卫”活动，在开
展卫生评比期间，家家户户都积极参与，清理各
种“脏乱差”，养成了良好的卫生习惯，现在村容
村貌有了较大改善，住起来更舒适了。

傅君利表示，雅林村的环境卫生变得干净整
洁，离不开村“两委”班子、驻村干部的倾情付出，
同时也是广大农村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领
全体村民辛勤劳动的结果。希望受表彰的 10 户

“文明卫生户”村民，继续走在前头、当好标兵，带
动其他村民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共同维护好村里
的环境卫生。村党支部要结合当前“勇当先锋、
做好表率”专题活动，发挥好支部的战斗堡垒作
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更好地推动脱贫攻
坚、创文巩卫等各项工作任务落实到位，带领村
民共同建设美丽乡村。

当天的“党员活动日”上，傅君利还带领现场
全体党员干部重温入党誓词，并深入村小组开展
环境卫生整治活动。

本报讯（记者马宗贵 通讯员蔡超）8
月 9 日 10 时 48 分，经过 10 小时的空中飞行，
四川航空首架空客A350飞机顺利抵达成都双
流国际机场，川航由此成为中国内地首批接收
A350飞机的航空公司。同日，川航实现单日客货
总收入过亿元。

随着空客A350飞机的到来，川航全空客
机队规模升至136架。作为川航机队的最新
成员，A350飞机的加盟将为川航执行“上山出
海”战略、持续打造“熊猫之路”、积极融入“一
带一路”倡议，提供更强劲的运力支持。

四川航空三亚运行基地前身为成立于
2010 年的三亚指挥中心，2014 年升级为运
行基地，现投放在三亚凤凰国际机场过夜飞
机 6 架，开通航线 23 条，覆盖北京、上海、成
都、台中等27个城市。

早在1995年，川航是中国大陆地区首家
引进空客A320飞机。基于20多年的营运经
验和未来发展战略，以及A350飞机的卓越性
能，川航第一批次将引进14架A350加入机队
大家庭。

最新一代远程宽体飞机，助飞四川航空
“熊猫之路”。

作为世界上最新一代远程宽体飞机，
A350 拥有优秀的座级和航程设计。川航引
进的这架A350飞机拥有331个座位，其中28
个公务舱，303 个经济舱；航程可达 15000 公
里，能更加有效匹配川航日益增多的国际中
远程航线使用需求，将为旅客带来更丰富、
更舒适、更愉悦的乘机体验。

近年来，川航加快国际化发展步伐，推出
“熊猫之路”计划，国际航线已经通达亚洲、欧
洲、大洋洲、北美洲多个航点，并将于年内和明
年初，在已开通运营的近50条国际（地区）航
线基础上，陆续开通特拉维夫、开罗、哥本哈
根、波士顿以及亚洲区域等国际航线，进一
步完善国际航点布局，向“全服务、网络型、
国际化”加速转型，巩固成都国际航空枢纽
的主流航企地位，促进中国西部与世界各地
的交流往来。

8 月 16 日，川航首架 A350 飞机将迎来
首航，执飞 3U8885 成都至北京航班。温馨
的客舱布置、匠心的主题餐饮、趣味的空中
互动、可爱的熊猫元素……将为旅客呈现“萌
萌哒”熊猫之旅。此后，川航 A350 将执飞成
都至北京航线，并适时投入国际航线运营。

川航引进首架
空客A350飞机

成为我国内地首批接收A350
飞机的航空公司

社会文明大行动进行时 www.sanyarb.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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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领导带队赴雅林村开展“党员
活动日”，表彰10户“文明卫生户”

走在前头当好标兵
共同建设美丽乡村

本报讯（记者 吴英印 通讯员 罗佳）近日，一男
子回家途中突发心脏病晕倒，所幸三亚公安路管员
及时帮助，并将其送往医院救治。

8 月 2 日 23 时许，三亚市公安局天涯分局南岛
派出所路管员林少鹏、李志明、黄光荣、林中、林文
成在富岛路开展路面巡查时，一女子跑到他们面
前，称其丈夫骑电动车时突然晕倒，请求路管员帮
助。

到达现场后，由于围观群众较多，路管员立
即通知附近医院医生前来急救，设置警示标志，
提醒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并疏散现场围观人员，
确保空气流通。

经向家属了解，男子患有心脏病，且以前做
过心脏手术，独自出门与朋友喝茶后，回家的途
中突然晕倒。由于当地医疗条件有限，经医生现
场查看病情后，建议送往医疗设备较完善的市区
医院救治。随后，林少鹏立即联系海南省第三人
民医院，等待医院救护车的到来；同时和其他路
管员协同医生将男子送往最近的高峰医院进行
初步救治。

8 月 3 日凌晨 0 时 20 分许，路管员帮忙将患者
送上 120 救护车。目前，男子已送往海南省第三
人民医院进行救治，暂无生命危险。

一男子发病晕倒
路管员及时救助

8 月 7 日，一名献血者正在献血。当日，海南
省血液中心的采血车来到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办
公区域，机场员工积极响应献血。当日，共有
126 人符合献血条件，献血量 35750 毫升。

本报记者 胡拥军 通讯员 陈启宇 摄影报道

企业员工无偿献血

本报讯（记者 洪光越 通讯员 王通彬 ）8 月 7
日，崖州区南滨农场一辆运沙卡车突然起火，三亚
市消防支队指挥中心接警后,立即调派崖城消防中
队赶赴现场处置，迅速控制住火情，无人员伤亡。

当日下午，崖城消防中队接警后快速赶到现
场，只见一辆运沙车正在猛烈燃烧，车身已被大火
吞噬，现场浓烟弥漫，所幸驾驶员已成功逃出，车内
无人员被困。了解情况后，消防员迅速组织灭火，
利用泡沫灭火剂从多个角度对整个车身进行覆盖，
待控制住火势之后，一名消防员全身打满泡沫，抵
挡高温，使用铁铤撬开引擎盖，成功将泡沫灭火剂
打进车辆引擎部位。经过20分钟的紧张扑救，明火
被成功扑灭，为防止复燃，消防员继续用水对车体
进行冷却。

据现场群众描述，车辆是在倒车过程中起火
的，最初是在左后轮胎处先着的火，发现时火势已
经比较猛烈，并且开始蔓延，于是立即拨打了报警
电话，但短短几分钟火就烧到了车头位置，并且越
烧越大。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三亚消防提示：汽车在行驶时出现起火，应立
刻停车熄火，设法离开驾驶室找出车上的灭火器，
如果着火范围较小，可用车上的灭火器扑灭，如果
火情危险，就要报警并撤离现场，保证自身安全。

三亚一运沙车着火
消防员迅速处置辖区面积 10 平方公里，有 6

个社区居委会，常住和暂住人口
近七万人。怎么管好这个“大家
庭”？考验着友谊派出所的“当
家”本领。

近日，三亚日报记者走进友
谊派出所，了解派出所借助“警保
联控”这根“魔杖”，激活辖区内保
安力量，服务群众的小故事。

辖区里分布着7个
“服务点”

7 月 27 日上午，阴雨蒙蒙，在
解放路省第三人民医院对面出现
暖心一幕，一名流浪老人躺在路
边，小小的雨伞仅遮住身体一部
分。此时，正好两名警保联控队
员巡逻经过此处，他们赶紧把老
人扶起，带回派出所暂时安顿。

“警保联控，就是弥补当前
基层公安机关警力匮乏突出问
题，向整合资源要警力，将辖区
内 各 行 业 、各 领 域 的 保 安 队 伍

‘激活’，成为社会治安防控系统
的一份子。”友谊派出所相关负
责人介绍，该所已经在三亚湾红
树 林 酒 店 、海 南 省 第 三 人 民 医
院、四二五医院、福朋喜来登酒
店、三亚市第一中学、三亚市第
九小学、圣煜花园小区设立警保
联控点，各个点串起来形成为民
解忧的“服务网”。

有一次，正在巡逻的红树林
警保联控队员杨顺顺发现，一名
女孩蹲在金鸡岭与解放路交叉路
口红绿灯处。女孩大概十七八
岁，穿着校服，头上不停冒冷汗，
脸青唇白，像是得了急病。杨顺
顺赶紧下车，询问女孩的情况。
原来，这名女孩姓唐，来三亚找
朋 友 玩 ，谁 知 路 上 突 然 肚 子 疼
痛，全身不舒服。见此情况，杨
顺顺立即开车将女孩送往省第三

人民医院急诊科进行检查，并垫
付了 500 元的医疗费用。女孩对
杨顺顺的热心帮助表示感谢。随
后，女孩联系朋友过来陪同，约二
十分钟后，其朋友到达医院后，杨
顺顺才返回岗位继续工作。

“警保联控”不断压缩不法
分子的生存空间，让他们无处遁
形。8 月 2 日 23 时许，违法行为
人唐某国在三亚市 425 医院一带
闲逛，后因为其电动车电池坏了
就想偷几个电动车电池，于是来
到金凤凰酒店电动车停放处偷窃
电池。作案过程正好被车主发
现，派出所接警后，立即通知省
第三人民医院警保联控队员和海
月飞鹭中队队员赶到现场进行先
期处置。警保联控队员赶到现场
后，立即帮助群众控制嫌疑人，
并维持现场秩序，友谊所民警到
达现场了解情况后，当场扣押了

唐某国用于作案的剪刀一把、套

筒四个、扳手三把以及电动车电

池三个。

警保联控“大网”
织得更严实

遇到突发警情，警保联控队
员就是“及时雨”。7 月 4 日 23 时
45 分，在海润路与凤凰路交界处
发生一起车祸。正在巡逻的红树
林警保联控中队队员收到了消
息，不到两分钟就赶到现场，速度
非常之快。经过了解，原来是两

辆电动车相撞，车上人员受了点

伤。警保联控队员一边疏导交

通，保护事故现场，一边联系 120

救治伤者。随后，交警和辖区民警

也赶到，伤者被及时送往医院救

治，警保联控队员随后把现场移交

给交警事故科人员处理。

还有一次，在 425 医院妇产

科楼顶有名孕妇要跳楼。接报

后，派出所立即指令 425 医院警

保联控队员到现场进行处理，警

保联控队员到达现场后，及时劝

说跳楼女子，稳定跳楼女子的情

绪，等待消防队和派出所到达现

场支援。消防队和派出所到达现

场后，警保队员协助派出所和消

防队员一起将该名孕妇救下。经

了解，要跳楼女子叫高某雪，因

感情问题与男朋友谢某彬发生争

吵后，男朋友说不要她了，遂产

生跳楼的念头。随后，民警、辅

警将该女子安全送回其家中，并

提醒其家人注意其情绪和行为的

变化。

据了解，在天涯分局的指导

下，友谊派出所将联合飞鹭支队

对警保联控队员进行培训，提升

警保队员治安巡逻防控、前期处

置、应急处突等勤务能力，实现警

保队员正规化管理。同时，将继

续 扩 大 警 保 联 控 点 的 布 局 ，把

“网”织得更严实。

友谊派出所激活辖区内保安力量，热情服务群众——

7个“警保联控点”织就“民心网”
本报记者 赵庆山

警保联控队员救助晕倒老人。本报记者 赵庆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