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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日 16:00 至 23 日 16:00）

一级,优

君悦子站 5 4 一级,优

天涯区
抱龙小学 2 3 一级,优

今日空气质量预报：一级（优）

三亚市环境空气质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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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资源督察
海洋专项督察组

进驻海南开展海洋专项督察

督察进驻期：
2020年 8月19日-9月19日

督察组主要受理涉及围填海管理方
面的举报

值班电话：0898- 65390750

受理举报电话时间：
每天8：30—12：00，14:30—17:30

专门信箱：海口市专用邮箱A045

8 月 22 日上午，三亚临春河畔，蓝天白云倒映水面，鸟语花香，犹如一幅美丽的风景画。
本报记者 袁永东 摄

正值暑期，南山文化旅游区以山海形胜之美和独特人文文化吸引着游客。
本报记者 袁永东 通讯员 陈文武 摄

“我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
港建设作贡献”暨“心连心”决战脱
贫攻坚文艺演出系列活动

第四场演出
今晚走进育才生态区

本报讯（记者 张慧膑）继“我为加快推进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贡献”暨“心连心”决战
脱贫攻坚文艺演出系列活动连续走进崖州区、
吉阳区、天涯区后，第四场演出于 8 月 24 日走
进育才生态区立才居，为市民群众送去一场精
彩的视听文化盛宴。

本次晚会节目精彩纷呈，既有歌舞又有小
品，现场还有致敬环节和现场访谈以及“十大
脱贫之星”表彰环节等，以群众看得见、摸得着
的形式，丰富文化餐桌，带去精神食粮。

几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和坚强
领导下，一批批扶贫干部赶赴育才脱贫攻坚战
场，勇于担当，使脱贫攻坚工作取得了决定性
的胜利：育才建档立卡贫困户村 10个，已全部
摘帽出列；建档立卡贫困户 1022 户 4585 人全
部脱贫退出，人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晚会将紧扣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的主
题，将一个又一个在扶贫路上不掉队，敢于拼
搏的脱贫人物故事娓娓道来，讲好育才脱贫好
故事，唱响育才脱贫好声音。

据了解，此次演出今晚8点开始，市民和游
客可前往免费观看，也可通过三亚传媒影视集
团旗下的三亚新闻网、在天涯网、大三亚手机
App、三亚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三亚日报
微信公众号等相关平台观看直播。

此次晚会由中共三亚市委宣传部主办，三
亚市扶贫办协办，育才生态区工委会宣传统战
部、三亚传媒影视集团承办，并得到三亚农商
银行、中国电信三亚分公司、三亚火车头万人
海鲜广场的协助和大力支持

“快，救救我小孩！”
“孩子怎么了？您慢慢

说，我们一定会帮忙！”
8 月 18 日 18 时许，三

亚湾派出所路管员陈锋刚
到所里，正准备更换制服
上岗执勤，一辆本田轿车
飞快地拐进院内，一个急
刹车停在办公楼前。车门
打开，两名女子径直冲进
值班室，哭着请求帮忙。

听到陈锋询问，小男孩
的母亲王女士说：“儿子发
病，我们准备送他去医院，
路上他突然不省人事，怎么
叫也不答应，我们不知道怎
么办，吓得车都不能开了，
刚好看到有个派出所就进来
了，求你们帮帮我。”

听到哭喊声，派出所所
长冯恒伍连忙上前查看情
况：车里的小男孩口吐白沫，
四肢收缩，已无意识。“快，陈
锋，你开车技术好，赶快开警
车送他们去医院！”冯恒伍边
向陈锋喊，边快速将小孩转
移到警车上。

“警官，我孩子是不是
快不行了？！”在赶往医院
的路上，王女士不知所措
地哭着。

“放心，您别哭，我们争
取以最快速度赶到医院。”
陈锋一边安慰王女士，一
边在保证交通安全的情况
下在加快行驶速度。

“紧急情况，请前面的

车辆靠边行驶。”借助喊话
和警笛，三亚湾路的车辆有
序地让开一条”救命通道“，
仅用时6分钟，陈锋将小男
孩安全送抵三亚中心医院
（海南省第三人民医院）。

“到了，准备下车！”可
能是由于惊吓过度，王女
士和同来的另一名女子已
浑身发软，听到陈锋的话
不能动弹。

“我来！”陈锋一把将小
男孩抱到胸前，冲进急诊
室。

“孩子经抢救已苏醒，
医生说幸好你们来得快，
要不然就难说了……”大约
20 分钟后，王女士向正在
急诊室门口焦急等待的陈
锋说，“还好有警察同志帮
我，我都不知道要怎样感
谢您。”她准备鞠躬致谢，
却被陈锋一把拉住。“这是
我们应该做的。这是我的
电话号码，您如果有需要，
随时联系。”

之后，陈锋看到小男孩
转危为安，这才向王女士
告别离去。

三亚日报记者了解到，
王女士几个人从江苏来到
三亚游玩，准备返程时其7
岁儿子突然发病。经过确
诊，小男孩当天是扁桃体
发炎后发烧引起抽搐，继
而休克。幸好及时送医才
化险为夷。

一家人来三亚游玩准备返程时发生意外，驾车到三亚湾派出所求助

江苏小男孩突发抽搐休克
三亚路管员六分钟送医化险

本报记者 吴英印 实习生 陈婕

赶到三亚中心医院后，陈锋立即从车上抱下小男孩。 三亚湾派出所供图

陈锋抱着小男孩快速跑向急诊室。

本报讯（记者 刘少珠）8 月 23
日上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包洪
文实地调研新东润·海南互联网产
业基地等重点项目建设情况，现场
研究解决项目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困
难和问题，强调要切实增强责任感
和紧迫感，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
设，全力扩大有效投资，奋力完成
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新东润·海南互联网产业基地
项目位于吉阳区高新技术产业园，
计划总投资18亿元，涵盖独栋办公
楼、集中办公中心、城市展馆、商务
酒店等多种业态。该项目一边施工
一边招商，目前已累计对接 216 家
企业，其中20余家企业已签署落地
协议。包洪文一边查看项目规划
图，一边询问项目建设、招商进展

和需要政府帮助解决的问题。包洪
文要求，要注重强化基础设施和功
能配套，提升发展承载力和环境吸
引力。有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
及时跟进项目进展情况，帮助企业
用足用好各项优惠政策，推动项目
加快建设。

位于迎宾路与河东路交会处的
五矿国际广场项目，于今年 4 月开

工，现已进入桩基础施工阶段。该
项目计划总投资 9.03 亿元，拟打造
成三亚地标性商业办公综合体。包
洪文认真听取项目建设进展、存在
问题等情况汇报，现场研究加快推
进项目建设的措施。他要求，企业
和有关部门要相互配合，特事特
办，加快推进项目建设。

包洪文一行还实地调研了万华

三亚东岸04地块、中交海南总部基
地等项目。他要求，各区各部门要
聚焦项目推进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
问题，主动担当作为，加强统筹协
调，全力以赴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同时，希望企业和项目业主紧盯时
间节点，在确保项目质量和施工安
全的前提下，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
度，推动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

包洪文调研重点项目建设情况时强调

加快建设进度扩大投资规模
奋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看三亚高新技术企业
“乘风破浪”

新华社北京 8 月 23 日电（记
者 王 优 玲）记者 23 日从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获悉，为进一步落实房地

产长效机制，实施好房地产金融审

慎管理制度，增强房地产企业融资

的市场化、规则化和透明度，人民银

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会同相关部

门在前期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

形成了重点房地产企业资金监测和

融资管理规则。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人民银行近

日在北京召开重点房地产企业座谈

会，研究进一步落实房地产长效机

制。会议强调，市场化、规则化、透

明化的融资规则，有利于房地产企

业形成稳定的金融政策预期，合理

安排经营活动和融资行为，增强自

身抗风险能力，也有利于推动房地

产行业长期稳健运行，防范化解房

地产金融风险，促进房地产市场持

续平稳健康发展。

会议认为，党的十九大以来，有

关部门和地方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坚持不将房地产

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落实城市

主体责任，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

保持房地产调控政策的连续性、稳定

性，稳妥实施房地产长效机制，房地

产市场保持了平稳健康发展。会议

还就完善住房租赁市场金融支持政

策体系，加快形成“租购并举”住房制

度等进行了研究。

央行、住建部会同相关部门

增强房企融资的市场化、规则化和透明度

●编后

最近，三亚旅游的温度不断上升，而另一种”温度“，则
让来自江苏的王女士感到温暖——在游玩过程中，游客难
免遇到各种困难，能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看到伸过来一双
援手，比任何美丽风景和贵重物品更让人刻骨铭心。

三亚之所以吸引着天南海北的宾朋，最美的“风景”其实
是“人”，这片土地上的人待客以诚，逢难必帮，不计得失，类
似于”警民携手救助俄罗斯受伤女游客“的事迹广为传颂。
也因于此，三亚在游客心里的”感人温度“不断上升。这世界
很大，这世界也很小，它是一个“家庭”，三亚正以这种胸襟，
拥抱八方来客，也和大家一起，拥抱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明天。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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