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堵心路”将变“民心路”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我们所反
映的师部农场路出行难等问题经你
们报道后，有关部门已采取有效措施
对这条路进行应急修复。目前，这条
路有一半的路段已修复好并铺设沥
青……”11月 3日上午，同心家园 11
期业主马先生拨通三亚日报新闻热
线，再三感谢三亚日报及有关部门为
民解忧。

马先生表示，虽然这条路目前只
修复到一半，但施工进度大家都看在
眼里，相信用不了多久时间，这条路
将焕然一新，到时这条路可称为“民
心路”。

随后，记者驱车赶往师部农场
路，看到从师部农场至槟榔小组附近
几公里长的路段已修复好并铺设沥
青，修好的路面已画上交通标志线
……记者在该路段试驾，行车平稳，
颠簸感消失。

另一半尚未修复的路段为槟榔
小组附近至同心家园 11 期，该路段
仍是坑洼不平，一些大货车在上面缓
慢行驶。尽管路只修了一半，但同心
家园11期业主们表示理解。业主陈
先生说：“看到这条路在修复中一天
一个样，我心里十分高兴，相信有关
部门一定能如期完工……”

据了解，对于群众反映师部农场
路出行难等问题，三亚市委、市政府
高度重视并作出部署。副市长何世
刚率吉阳区、天涯区、市交通局和住
建局等部门负责人赶赴该路段实地
调研督导整改工作，组织相关部门召
开办公会，进一步明确各单位责任分
工，争取早日完成师部农场路的修
复。

预计12月底实现全面
通车

随后，记者采访相关部门了解师
部农场路修复进展情况。

据吉阳区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吉阳区所管辖的路段以泰坤环保
砖厂东面为界，长约2960米，其中约
1560米已铺设沥青路面路况较为完
好，未铺设沥青路面约1400米，整个
路段出现混泥土路面起皮、麻面、坑
洞等情况，整体损坏比较严重的路面
约200平方米。

经现场评估后，参建单位敲定抢
修计划，立即对该路段进行抢修。此
次师部农场路修复破除及修复路面
约 1463 平方米；铺设沥青约 12295
平方米；更换铸铁井盖20座；开挖路
灯基座及浇筑路灯基座 59 座；平整
道路两侧路基约 1993 平方米，并对
修复完成的路面进行道路划线约
498 平方米。后续吉阳区住建局将
对该路段加强修护和养护工作，同
时，以师部农场路为切入点，对吉阳

区辖区内边缘地区道路进行全面排
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保障市民
的出行安全。

天涯区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天涯区需应急修复的道路为两
条:第一条为师部农场路（起点与海
润路相交，终点与槟榔河路相交，道
路近似南北走向）全长约 1568 米，
修复工作包含路面修复，新建排水
沟、涵洞等。拟采取破除原损毁水泥
路面、铺设级配碎石层+水泥路面+
沥青混凝土面层的结构进行施工，修
复完成后达到 4 级公路标准。第二
条为槟榔村委会黄猄五组村道（育
新路经黄猄五组至师部农场路、黄
猄五组村道中段连接路段），长约
859 米，其中主路长 560 米，路面宽
度为 5 米；支路长 299 米，路面宽度
为3.5米。两条道路重点考虑雨季积

水排放问题，部分路段道路两侧铺设
排水管道。为减少对村民出行的影
响，工程采取分段施工的方法。

目前，第一条路已完成测量及抢
修方案的编制工作，并于 11 月 3 日
下午安排施工队伍进场施工。第二
条路组织施工单位进场施工后，目前
已累计破除原水泥路面 560 米（主
路），并完成 560 米路基开挖、平整、
铺设路面级配碎石层碾压等工作，目
前已完成总工程量的50%。

按照施工计划，第一条路预计
12 月底全部完工，并全面通车。第
二条路计划于 11月 4日开始浇筑混
凝土路面（主路），11月 15日完成主
路 560米水泥路面；支路 299米计划
于 11月 10日开始进行路基施工，预
计 11月 25日完成混凝土路面浇筑，
并于12月上旬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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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部农场路一路段逢雨“积水成塘”》后续——

一半路段已修复 元旦前全面通车
本报记者 吴英印

师部农场路从师部农场至槟榔小组附近的路段已修复好。本报记者 吴英印 摄

本报讯（记者 卢智子）近日，
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布首批
提供24小时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服
务医疗机构名单。其中，三亚市
共有7家医疗机构可为市民、游客
提供24小时核酸检测服务。

据介绍，为更好地满足海南省
群众“愿检尽检”需求，提供便捷
的检测服务，省卫健委在现有基
础上，进一步优化区域布局，扩大
核酸检测采样点，完善服务流程，
方便群众按照自愿自费原则进行
核酸检测，并公布了全省可提供
24小时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服务的
医疗机构名单。

根据公布的医疗机构名单，全

省共有39家医疗机构可提供24小
时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服务。三亚区
域内，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海南
医院、三亚中心医院、三亚市人民
医院、三亚市中医院、三亚市妇幼
保健院、三亚哈尔滨医科大学鸿森
医院、崖州区崖城卫生院7家医疗
机构可提供24小时核酸检测服务。

线上预约、开单，无需候诊等
待，24 小时线上查询结果……除
了现场预约，三亚还开通核酸检
测线上开单服务，以更好地满足
市民游客的核酸检测需求，实现
快速采样、出报告，减少聚集。市
民游客可通过“健康三亚”微信公
号进行预约和线上开单。

三亚7家医院
可提供24小时核酸检测服务

本报讯（记者 卢智子）11月 3
日 0—24 时，31 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
新增本土病例87例。结合近期国
内疫情防控形势，为严格落实“外
防输入，内防反弹”的防控策略，
确保在最短时间内排查疫情传播
风险隐患，11月 3日，三亚市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面向市民、游客发
布健康提醒和倡议（以下简称“提
醒”），非必要不前往中高风险地
区和有本土病例报告区域。

提醒明确，10月 30日至 31日
期间进入上海迪士尼乐园和迪士
尼小镇的所有来（返）三亚人员，
主动向所在社区和单位、酒店报
告，并配合工作人员落实核酸检
测采样和医学观察等疫情防控措
施。

凡 10月 2日（含）以来有内蒙
古阿拉善盟、甘肃省张掖市、甘肃
省嘉峪关市旅居史，10 月 8 日
（含）以来有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旅
居史，10月 15日（含）以来有陕西
省西安市、甘肃省兰州市、甘肃省
甘南州、贵州省遵义市旅居史，10
月 16 日（含）以来有北京市昌平
区、宁夏银川市旅居史，10 月 17
日（含）以来有河北石家庄旅居
史，10月 18日（含）以来有湖南省
长沙市、宁夏吴忠市、内蒙古呼和

浩特市、山东省日照市旅居史，10
月 19日（含）有湖北省天门市旅居
史，10月 22日（含）以来有黑龙江
省黑河市旅居史的来（返）琼人
员，或者与已公布的病例和无症
状感染者活动轨迹有重合的、或
者发现健康码变为“红码”和“黄
码”的来（返）琼人员，请第一时间
主动向所在社区（村）、工作单位
或所住酒店报备，配合做好核酸
检测、健康监测等防控措施。

提醒建议，近期非必要不要前
往有疫情发生的地市，确需前往
的，请务必提前向所在社区（村）
和工作单位报备，做好个人防护，
并遵守当地防疫规定；返回时提
前 12 小时向居住地所在社区、居
（村）委会报告，并按三亚市管控
要求落实相关疫情防控措施。其
他外地旅游、出差返琼人员，建议
返回三亚后主动开展 1 次核酸检
测，并进行自我健康监测14天。

值得注意的是，疫情政策会根
据疫情动态调整，请市民、旅客配
合机场安排以抵达三亚时的政策
为准。疫情其他事宜可致电三亚
市 疫 情 防 控 工 作 指 挥 部 电 话
18689701622、16689699122、三亚
市政府服务热线 12345 咨询了解
（电话忙线期间请以本政策和实
际到达政策为准）。

三亚疾控发布健康提醒:

非必要不前往中高风险地区
和有本土病例报告区域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记者从
三亚市教育局获悉，近日，省教育厅
印发《海南省学生欺凌事件省级复
核认定工作程序 (试行)》，进一步完
善学生欺凌事件申诉处理程序。学
生欺凌事件涉及的当事人或其监护
人，对市县教育行政部门的复查结
果有异议的，或者对省属学校作出
的处置意见有异议的，可向省教育
厅提出书面申诉。涉法涉诉案件不
予受理。

该文件明确，我省学生欺凌事
件省级复核认定工作由省教育厅
牵头，省教育厅教育督导局承担具
体工作，主要职责是协调省直各有
关单位和省教育厅有关处室对学

生欺凌事件的申诉请求进行复核
认定。省教育厅受理申诉后，在 15
个工作日内组织成立复核认定工
作小组，开展并完成复核认定工
作。复核认定工作小组一般由省
教育厅教育督导局、学校安全工作
处、基础教育处或职业教育与成人
教育处等处室人员组成；对情况重
大、复杂的，会同省中小学生欺凌
综合治理工作协调机制成员单位
相关人员共同开展。

复核认定工作小组在对事件进
行综合研判的基础上，通过查阅档
案资料、个别访谈或实地核查等方
式完成对申诉事件的复核工作，对
是否属于学生欺凌事件作出认定，

并将认定结果提交专题会议研究审
议，审议通过后将认定结果书面通
知市县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和申诉
人。

省教育厅申诉受理部门：教育
督导局，电话：65336491，电子邮
箱：hnddszf@163.com。书面申诉
材料应注明申诉人姓名、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等信息，以单位名义申诉
的应加盖本单位公章。

省教育厅强调，复核认定中如
发现有关单位或个人存在不履行、
不完全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教育职责
的问题，按管理权限由省或市县教
育督导部门依照《教育督导问责办
法》的有关规定实施问责。

本报讯（记者 黄珍）11 月 2日，
海棠湾恒大养生谷向林旺南老年人
日间照料中心捐赠 500 册图书，涵
盖健康养生、科普读物、文学名著
等，将进一步丰富社区老年人精神
文化生活。这是林旺南老年人日间
照料中心通过资源链接，积极为老
年人提供多层次、多元化养老服务
需求的生动体现。

今年 10月，海棠湾江林村入选
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海棠
区林旺南风情小镇是江林村拆迁安
置区，作为该风情小镇的养老配套
设施，林旺南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主体共两层，室内面积约 300 平方
米，服务范围覆盖了江林村的 304
名老人。据悉，今年以来，该中心各
类活动累计服务老人600余人次。

“日间照料中心最大的好处就
是来去自由，不用离家，白天来参加

活动，晚上回家和儿孙们相处，更容
易被老人所接受、喜爱。”经常参加
林旺南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活动的
陈玉英说。

在这里，老年人白天可以在中
心内看书、看电视、唱歌、玩棋牌，在
二楼进行按摩康复、心理疏导、运动
健身等，形式多样的活动满足老年

人多元需求。此外，该中心开展的
游园活动、季度生日会、剪纸花艺、
太极拳健身，以及生活照料、入户慰
问等丰富多彩的活动，都很受社区
老人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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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用时7小时

沪琼专家为6名先心病患儿
成功实施介入封堵术

本报讯（记者 卢智子 通讯员 黄
毅）10月 31日，沪琼专家在上海儿童医
学中心三亚市妇女儿童医院（三亚市妇
幼保健院），用时 7 小时为 6 名先天性
心脏病（以下简称“先心病”）患儿实施
介入封堵术，最小年龄仅为 2岁。据了
解，短时间内连续为这么多名患儿成功
实施先心病介入封堵术属海南省首次。

6名患儿都是因为家属发现孩子平
时“体型瘦小、个头不高且比同年龄的
孩子更容易出汗”等问题，其中有几个
患儿“频发肺炎”，遂带至市妇幼保健院
儿外科就诊，经医师门诊检查后，在心
脏彩超及心脏CT血管造影术的辅助诊
断下，确诊为先心病。

为确保此次手术更高质量完成，医
院儿外科邀请了代表国内儿童介入封
堵术顶尖技术水平的高伟主任（国家儿
童医学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
属 上 海 儿 童 医 学 中 心 心 内 科 主 任 医
师）来到三亚进行现场操作和指导。

“与传统开胸手术相比，介入封堵
术具有创伤小、恢复快、费用低、并发症
少、效果好等优势，极大地减轻患儿的
痛苦，目前已越来越受到临床医生和患
儿家属的认可，成为各种先心病的主要
根治手段。”10月 31 日上午，高伟带领
市妇幼保健院医务人员一次次将封堵
器精准的送入患儿需要封堵的指定位
置，完整封堵缺口。术后，高伟的手术
服早已被汗水浸湿，6名患儿通过心脏
彩超检查均提示：封堵器在位，未发现
残余分流、主动脉狭窄、肺动脉狭窄、血
管栓塞等并发症。

“不用出省也能让省内的患儿享受
国内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据介绍，
目前，市妇幼保健院儿外科已实现儿外
科常见疾病诊治全覆盖，并在国家儿童
医学中心（上海）、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心
胸外科、心内科、骨科、泌尿外科和普外
科等科室的支持下，根据患有疑难危重
疾病的患儿及其家属的个性化需求，第
一时间对接名医资源，与三亚医务人员
共同践行“大病不出岛”的目标，为岛内
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

本报讯（记 者 黄 世 烽）记者
11月 4日从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
局获悉，为进一步落实两轮中央
环保督查整改情况及国家海洋督
察整治工作，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第四行政执法支队（以下简称“第
四支队”）根据 2021 年度相关海
域、海岛巡查执法方案认真开展
工作，切实履行职能，推动各项整
改工作任务落实。

自 2021 年 1 月至今，第四支
队共开展海域、海岛巡查 136 次，
处理涉海投诉9次，参加各类联合
执法 19 次，出动执法人员 441 人

（次）、执法车辆120辆（次）、执法
船13艘（次）、无人机9架（次）。

巡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充分
利用群众举报、各区海洋部门实
地检查及上级海洋主管部门的遥
感卫星等技术，坚持定期与不定
期相结合，做到执法巡查全覆盖，
特别是对重点监管区域坚持每周
一次巡查。通过巡查检查，今年
以来共发现并立案查处违法用海
行为两宗，维护了国家海域所有
权和海域使用权人的合法权益，
促进了海域的合理开发和可持续
利用。

海棠区林旺南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很温馨

链接社会资源做活动 丰富老年人生活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近日，
市旅文局组织召开旅文行业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部署暨疫情防
控督导员培训会议，认真贯彻落
实《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从
严从紧抓好文化和旅游行业疫情
防控工作的紧急通知》和《海南省
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关于严格
执行跨省旅游经营活动管理“熔
断”机制的紧急通知》文件精神，
进一步做好旅文行业疫情防控工
作，筑牢疫情防控屏障。

会议要求，各旅文企业要时刻
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不可麻痹
大意、松劲懈怠。要持续推进第
三针疫苗接种工作，加强员工健
康监测管理，确保安全上岗。要
细化措施，抓紧查缺补漏，严格落
实好各项疫情防控举措，完善应
急预案，对于中高风险区域，全市
旅行社要立即启动跨省旅游经营
活动管理“熔断”机制，景区、酒
店、民宿等旅游企业立即中止涉
该省旅居史（14 天内）游客的旅游
活动。对于已经在琼的旅客，要

做好信息登记工作，根据疫情防
控指挥部具体要求，及时进行报
备。旅游景区如发现一例疑似接
触人员，须立即关闭景区并上
报。密闭室内场所需提供核酸检
测证明，方可入园。各疫情防控
督导员要提高认识，履职尽责，在
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的基础
上，对中高风险区域（省、市）旅客
及涉该省旅居史（14 天内）旅客进
行排查，一旦发现立即启动“熔
断”机制。

鉴于目前疫情防控形势压力
不断加大，市旅文局将对各旅文
企业“熔断”机制落实、第三针疫
苗接种、常态化疫情防控、职工核
酸检测等工作进行明察暗访，对
于落实不到位的企业将启动问责
机制，严防疫情通过旅文领域传
播扩散。连日来，市旅文局疫情
防控检查人员对三亚千古情、三
亚亚特兰蒂斯 C 秀、蜈支洲岛景
区的疫情防控工作落实情况进行
现场检查，督促景区落实各项防
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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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日报 10 月 25 日刊发《师部农场路一路段逢雨“积水成塘”》一文后，
引起同心家园 11 期业主的极大关注及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在市委、市政
府的部署下，有关部门采取有效措施对师部农场路进行应急修复。11 月 3 日
上午，记者了解到，师部农场路施工进展顺利，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的 50%，
一半路段已修复好并铺设沥青，预计 12 月底完工实现全面通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