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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看三亚Sy

本报讯（记者 李少云）近日，国
家能源局发布 2021 年度全国电力可
靠性数据，全国 333个地级行政区供
电企业全口径年平均停电时间小于2
小时的20个城市中，三亚市以1.89小
时/户排名全国地级城市第20位。

据了解，近年来南方电网海南电
网公司着力将三亚打造成为海南省
供电可靠性示范标杆。2021年，该公
司成立了省级供电可靠性提升专班，
连续两年出台三亚供电可靠性管理

提升行动方案，加快推进三亚智能电
网建设，建成投产 220 千伏吉阳变电
站、110 千伏红塘变电站、抱坡变电
站等多个重点工程，实现三亚配电
网可转供率提升至 89%、城镇电缆化
率提升至 83%；全面推广无人机智能
巡检、不停电作业、配电自动化等技
术应用，打造三亚不停电作业示范
区。

“不断提高供电可靠性和电能质
量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指标，是

三亚产业发展的底气，更是满足人民
美好生活的刚需。”南方电网海南三
亚供电局负责人介绍，三亚市户均停
电时间逐年递减，从 2018 年的 14.3
时/户降至2021年的1.89时/户，降幅
86.78%。今年上半年，三亚户均停电
时间同比下降32.14%，初步形成三亚
特色的供电可靠性管理体系。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

三亚供电可靠性跻身全国地级市20强
全年户均停电1.89小时

Sy 坚定“四个自信”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本报讯（记者 黄世烽）8月 3日，
三亚市纪委监委印发《关于在疫情防
控工作中进一步坚持严管厚爱激励
党员干部积极担当作为的通知》（以
下 简 称《通 知》），强调要严格落实

“三个区分开来”，激励全市各级党
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在疫情防控工
作中勇于担当、积极作为，为凝心聚
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保
障。

《通知》指出，全市各级党组织要
清醒认识我市当前疫情防控形势的
严峻性和复杂性，坚决克服麻痹思
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把疫情防控
工作作为一项极其严肃的政治任务，
严格落实好党中央、省委、市委各项
工作要求，全面动员部署，督促党员
干部发扬优良作风，积极投入一线防
疫，科学精准有效抓好疫情防控。

全市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发挥示
范表率作用，深入一线、靠前指挥、果
断决策，密切关注疫情动向，迅速开
展有力行动，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
责。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要切实增强

责任感、紧迫感，充分发挥先锋模范
作用，站上防控第一线，出现在群众
最需要的地方，坚守岗位、扎实工作，
以忠实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诠释对
党忠诚的理想信念和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引导全市广大群
众众志成城、共克时艰。

《通知》要求，全市各级纪检监察
机关要充分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
完善发展作用，坚决按照市委部署，
因时因势加强疫情防控监督工作，确
保疫情防控重点到哪里，监督检查就
跟进到哪里。市、区纪委监委要坚持
上下联动，迅速成立监督检查组，下
沉村（居）、机场车站、商超市场、核酸
采样点、隔离观察点等重点区域，开
展全天候监督检查，督促各地区各部
门在短板弱项上加压发力，堵住漏
洞、盲点，确保措施到位、管控到底。
要把严的主基调贯穿到疫情防控全
流程各环节，用好问责利器，对在疫
情防控工作中搞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不作为、慢作为、假作为、乱作为，
擅离职守、敷衍应付等问题，依规依

纪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坚决纠治基层
防疫中落实不力或过度过当等突出
问题，不断增强疫情防控整体效果。

《通知》强调，全市各级党委（党
组）、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三个区分
开来”，准确运用“四种形态”，用好用
活容错纠错制度，确保尽职免责、失
职追责、精准问责，有效消除干部做
多错多、少做少错的顾虑。要认真贯
彻《中共三亚市纪委关于在疫情防控
监督执纪中积极容错纠错的通知》，
对符合容错纠错情形的，综合考虑动
机态度、客观条件、后果影响等因素，
依规依纪依法开展容错纠错，切实为
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最大限
度调动党员干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全市广大党员
干部和公职人员要树立人民至上理
念，打消顾虑、卸下包袱，轻装上阵、
迎难而上，全力打通堵点、难点问题，
着力解决突发、紧急状况，精准执行
规定政策措施，不断提升防控的针对
性和有效性，确保早日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

三亚市纪委监委印发通知

用好用活容错纠错机制
激励党员干部在疫情防控工作中担当作为

三亚供电部门党员服务队日前在田间地头巡查，全力提高供电可靠性。 本报记者 袁永东 通讯员 刘昌 摄

本报讯（记者 刘盈盈）8 月 2 日，
记者从三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获
悉，三亚已启动价格应急监测机制保
障市场供给。当天下午，记者走访部
分超市、药店看到蔬菜及各类防疫用
品供应充足，市场平稳有序。

在吉阳区荔枝沟附近几家药店，
记者看到口罩等防疫用品摆放在货架
的醒目位置。据店员介绍，口罩、医用
酒精、消毒液等防疫消毒物品库存都
比较充足，市民都按需理性购买。顾
客进入药店均要求佩戴口罩、通过体
温检测，并提供24小时核酸检测阴性
证明。

“我给家人买了 1包口罩，用完了
再来买。”记者在乐天城一家药店门
口，遇到刚买完口罩的市民王女士。

“现在大家家里都备着口罩、医用酒精
等防疫用品，并没有出现抢购的现
象。”该药店店员说。

防疫用品不愁没货，那市民生活
必需品供应情况怎样？

记者随后来到旺毫超市解放四路
店，这里同样需要扫地点码、佩戴口

罩、测量体温并提供24小时核酸检测
阴性证明后才能进入。记者看到超市
内蔬果、鸡蛋、猪肉、大米等各类商品
一应俱全，价格稳定。

“超市生活必需品库存比较充足，
顾客比昨天明显增加了很多，主要购
买蔬菜、水果、大米等生活必需品，价
格和往常相差不大。”该超市办公室主
任吴挺成告诉记者，超市疫情防控工
作均按照相关要求进行，保证市场供
应。

记者在第三农贸市场看到，市场
内蔬菜和肉类等商品的供应十分充
足、价格平稳。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的同时，市场管理方还定期检查，要求
商贩不许哄抬价格，一旦发现违规经
营行为即刻要求停业整顿。

“现在摊主基本都出摊，昨天和今
天的销售价格比较稳定，市稳价办启
动应急投放以后，完全可以满足市民
对蔬菜肉类的需求，请大家放心。”三
亚市价格监测中心主任林昌明说。

记者了解到，为保障市场供应，三
亚农投集团积极协调各方力量，加大

货源组织，应急调运了 6 车约 100 吨
新鲜蔬菜，蔬菜运抵后立即投放至各
大农贸市场和“菜篮子”平价网点。

市菜篮子工程管理服务中心负责
人赵军介绍，为应对突发疫情对我市

“菜篮子”保供稳价的影响，市发改委
（市稳价办）会同市商务局、市农业农村
局、市农投集团等相关政府部门，紧急
启动“菜篮子”保供稳价应急调控措施。

8月 3日至 6日期间，我市将组织
13 家“菜篮子”批发联盟企业启动蔬
菜应急调运及投放，从广州、云南、山
东、海口等地应急调运蔬菜供应三亚
市场；组织“菜篮子”平价网点启动保
基本蔬菜特价惠民的应急投放措施。
8月 3日至9日期间，在全市“菜篮子”
平价网点销售的 22 个保基本蔬菜品
种以每斤低于当日发布的政府调控价
0.5元实行应急投放；协调农业部门做
好本地蔬菜、猪肉的生产和供应工作；
实行日价格监测预警预报机制。每天
对主城区主要农贸市场销售的粮、油、
肉、蛋、禽、菜、鱼、果等八大类重要民
生商品价格进行跟踪监测。

三亚生活物资供应充足有序
紧急启动“菜篮子”保供稳价应急调控措施

本报讯（记者 王昊）8 月 3 日下
午，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市委应对疫
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周红波深入我市
部分道路卡点督导疫情防控工作，强
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
精神，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
要求，以最严的措施、最高的效率，从
严从细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全力以赴
做好防扩散、防外溢工作，保障城市安
全、市民游客健康。

周红波一行先后前往亚龙湾第二

通道卡点、亚龙湾进出口卡点，实地检
查场地设施、人员配备、防控措施、车
辆通行等工作情况，认真询问每个环
节、每个细节，逐一检查各个环节，向
坚守在疫情防控一线的工作人员表示
慰问和感谢，嘱咐大家要做好个人防
护措施，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投
入到疫情防控工作中。

周红波强调，交通卡点是疫情防
控的关键环节，也是防扩散、防外溢的
第一道关口，必须始终绷紧思想之弦，
扎实细致做好防控工作，坚决阻断疫

情传播渠道。要严格落实核酸检测阴
性证明、健康码、行程码、测温、戴口
罩“五位一体”查验措施，做到逢车必
查、逢人必检，确保不出现疫情外溢风
险。要细化工作流程，规范查验程序，
科学精准做好防控的相关工作，不得
在现行政策的基础上擅自“层层加
码”，确保市民游客安全有序通行。要
科学调配警力布置，加大志愿者配置，
加强防控工作力度，确保不漏一车一
人，切实筑牢疫情防控的第一道防线。

贾文涛参加。

周红波督导疫情防控工作时要求

从严从细落实防控措施
全力以赴防扩散防外溢

本报讯（记者 卢智子）当前三亚
市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社区隐匿
传播风险较大，人员聚集及跨区域活
动将增大疫情传播风险。为迅速控
制三亚市疫情，尽快实现社会面动态
清零，8 月 3 日，三亚市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发布通
告，从 8月 4日零时起三亚进入区域
管控状态。

区域管控。2022年 8月4日零时
起，三亚市（除海棠湾区域、亚龙湾区
域、育才生态区外）进入区域管控状
态，企事业单位、公共场所、社区（村、
居）等凭 24 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或
当日核酸采样记录（须有前一天阴性
记录）出入。已划定的高风险区封控
措施不变，即人员“足不出户，上门服
务”。

社区管理 。 原 则 上 每 个 社 区
（村、居）只保留 1-2 个出入口，实行
24小时值守，人员非必要停止进出，
参加核酸检测采样即出即回。居民

每 2 天凭出入证可出门购买物资 1
次，或通过线上订购生活物资。

城市运行。除保障市民生活和
城市基本运行的水、电、燃油、燃气、
通讯、交通、环卫、快递、市场超市、药
店、餐饮企业（只提供快递外卖服务）
等公共服务类企业外，其他单位实施
轮休或居家办公，其余各类营业场所
暂停营业。参加疫情防控及城市保
障工作的各类人员凭相关证件通行。

交通管控。离开本市区域需持
48 小时内两次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进入海棠湾区域、亚龙湾区域、育才
生态区需持 24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
证明，或凭进入本市的飞机票和火车
票。公交车、有轨电车、客运班线、游
船、游艇暂停运行。

公众活动。管控区域的人员不
组织或参与任何形式的集聚性活
动。红事停办，宴会不办，白事从简，
并提前报村、社区备案。

旅游服务。管控区域各涉旅部

门、协会和企业要努力为游客做好服
务。需离开本市的游客，做好个人防
护，凭 48 小时内两次核酸检测阴性
证明办理乘机、乘车手续。

就医保障。畅通绿色通道，保障
市民特别是孕产妇及血透、放化疗等
特殊患者的应急就医需求。

物资保障。采取多业态、多模式
保障生活物资供应，全力满足市民日
常生活需要，请广大市民理性消费、
有序采购，共同维护全市社会生活稳
定有序。

未发生疫情的海棠湾区域、亚龙
湾区域、育才生态区区域范围内，保
持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实施常态化疫
情防控。

以上管理措施自 2022 年 8 月 4
日零时起执行，解除时间视疫情防控
情况另行通知。希望广大市民游客
积极支持疫情防控工作。如遇特殊
情况，可拨打三亚市 12345 政府服务
热线咨询。

三亚今起进入区域管控状态

三亚召开新闻发布会回应市民游客关切
>>>相关报道见2版

本报讯（记者 李少云 通讯员 陈
喆）近日，大唐海南三亚 60MW 农光
互补光伏发电项目成功并网发电。
该项目年发电量 1亿千瓦时，是第一
个国家级热带光伏实证试验基地，也
是海南三亚地区最大的集中式农光
互补项目，由大唐海南能源开发有限
公司建设，该项目的特点是光伏发电

投产与农业投入运行齐头并进。
据了解，该项目投产发电将有效

改善三亚市电源结构，缓解三亚市缺
电现状，保证海南省电网稳定运行。

该项目成功并网发电每年可节约
标煤约 3.27 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约 8.93 万 吨 ，二 氧 化 硫 排 放 量 约
19.94 吨，氮氧化物排放量约 20.79

吨。
记者了解到，该项目建设引进三

亚市国有企业资金，是央地合作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典范。下一步，大唐海
南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将紧紧围绕海南
省“一本三基四梁八柱”战略框架和自
贸港建设发展布局，不断刷新“绿电”
成绩，为自贸港建设再立新功。

三亚最大集中式农光互补项目成功并网发电

“ 全 面 建 设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国
家，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各项目标任
务，关键在党。”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
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迎接党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上，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了关系党和
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
实践问题，强调“我们党是世界上最
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巩固长期
执政地位、始终赢得人民衷心拥护，
必须永葆‘赶考’的清醒和坚定”。

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
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自
我革命精神是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强

大支撑。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党领导
人民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成就、战胜
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历经千锤百炼
仍朝气蓬勃，得到人民群众支持和拥
护，原因就在于党敢于直面自身存在
的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始终保持先
进性和纯洁性，不断增强创造力、凝
聚力、战斗力，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
本色。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
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前所未
有的勇气和定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斗争，刹住了一些多年未刹
住的歪风邪气，解决了许多长期没有

解决的顽瘴痼疾，清除了党、国家、军
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管党治党宽
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党在革命性
锻造中更加坚强。10 年来，我们党坚
持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
命、以伟大社会革命促进伟大自我革
命，团结带领亿万人民风雨无阻、砥
砺前行，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伟大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
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
神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
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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