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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晓明在调研琼中经济社会发展时要求

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背景下找准定位主动作为
南国都市报 6 月 12 日讯（记者 黄婷）
今天，省长沈晓明深入琼中黎族苗族自治
县考察调研，他要求要在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4·13”重要讲话和中央 12 号文
件精神中，找准发展定位、主动作为，把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各项举措落到实处。
位于琼中湾岭镇的中部绿色产业园区
是省级重点产业园区。沈晓明非常关心这
个园区的发展，特意前来实地了解招商引
资、管理运行等情况。他强调，中部绿色
产业园区首先要明确发展定位，坚定不移
把农产品深加工作为主业，将物流业作为
农产品深加工的配套服务。可以利用琼中
距离省内机场都较近的区位优势，打造航
空配餐中心。省直有关部门要加大招商引

资力度，引导有实力的农产品加工企业向
这里聚集。
脱贫攻坚工作是沈晓明此行的一个调
研重点。沈晓明首先来到湾岭镇岭门村看
望了王积坤、王成安两家。随后又采用不
打招呼的方式来到偏远的黎母山镇干埇
村，随机走访陈启浪、曾德谦等贫困户，
每到一户，沈晓明都顾不上坐下就拉着他
们详细询问家里生产生活情况，与贫困户
一起仔细核实每一笔收入支出账，比对符
合哪些帮扶政策。他反复叮嘱有关部门和
基层干部，扶贫工作中一定要高度负责，
细之又细，通过严谨细致的工作做到精准
识别、精准脱贫，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对扶
贫工作的满意度。针对不少贫困户因病致

贫的问题，他再次强调了在五指山市、白
沙黎族自治县等地区调研中反复要求过的
做好预防疾病等工作，沈晓明强调，只有
拥有强健的身体才会有民族的未来，要把
确保黎族苗族同胞身心健康作为关心少数
民族发展的大事来落实。
沈晓明还来到湾岭镇大边村，考察人
工湿地污水处理系统，了解项目建设成本
和管理维护。他要求因地制宜选择处理技
术和投资管理模式，把水质在线实时监测
设施纳入项目建设内容，建立考核机制，
确保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可持续有效运行。
在下午召开的座谈会上，沈晓明听取
了琼中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汇报，肯定了琼
中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进步。他要求琼中

在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进程中找准定
位、主动作为。一要把脱贫攻坚作为全面
深化改革的首要任务来抓实，打赢这场硬
仗。二要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做表率。中部
山区生态保育不是不要发展，而是要以保
护生态环境为前提的发展。这更要求抓准
产业定位，重点发展热带高效农业和全域
旅游。要以建设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为
抓手，完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探索资源
资产市场化机制，把琼中的山水空气变成
真金白银。三要把园区作为发展特色产
业、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要做
好规划等各项前期工作，引进先进开发主
体，全力推动项目落地和园区发展。
省政府秘书长倪强参加调研。

开展社会文明大行动 创建海南文明岛

我省将开通

南国都市报联合海南省足球协会

喊你文明观看世界杯球赛
南国都市报 6 月 12 日讯（记者 易帆）我
省日前启动“做文明有礼的海南人”主题实
践活动，根据活动方案，我省将继续深化“礼
让斑马线”
“ 文明排队”
“ 文明观赏”
“ 文明待
客”
“ 学礼守礼”活动。
“ 做文明有礼的海南
人”主题实践活动将作为社会文明大行动各
个季度及年度测评的重要内容，通过第三方
专业测评机构，每个季度对各市县、各有关
部门工作情况进行测评，量化打分，推动工
作落实落地。
其中，
“文明观赏”
重点围绕文明观演、文

明观赛、文明观影等主题，引导各个场馆（影
院）制订文明观看守则和公约；组建文明观赏
引导行动志愿者队伍，到演出（比赛）场馆开
展文明观赏引导服务；组织开展观赏礼仪座
谈会，
让观众学用结合、养成自觉。
备受球迷关注的 4 年一届的世界杯足球
赛即将拉开帷幕，为响应号召，南国都市报
联合海南省足球协会喊你一起文明观看世
界杯球赛。我们提倡在观球期间不喧哗、不
影响他人休息；理性对待输赢，文明抒发自
己的感情；不做“足球流氓”，不因观看球赛

铁杆球迷们吐槽观球

而闹事……
世界杯期间，作为球迷的您可以拨打南
国都市报热线 966123，或是通过南国都市报
官方微信后台留言，跟我们一块聊聊看球的
那些事。如果在看球时，遇到令人反感的观
球行为，您可以通过南国都市报来曝光、吐
槽；
同时，如果遇到了您比较欣赏或是提倡的
文明观球行为，也可以通过南国都市报来宣
扬正能量。(关注南国都市报官方微信，在底
下对话框编辑“#不文明看球行为#+文字描
述+图片”
然后发送给我们。)

大陋习

南国都市报 6 月 12 日讯（记者 易帆）2018 年世界杯将于 6 月 14 日
至 7 月 15 日，在俄罗斯 11 个城市的 12 个球场举行，届时将为球迷们带
来 64 场精彩球赛。但谈到看球，铁杆球迷们总有不少话题能说，其中在
观看球赛中遇到的不文明观球行为，总能引起不少吐槽。12 日，不少球
迷向南国都市报记者谈到了自己反感的不文明观球行为。

槽点 1：

槽点 3：

在家里看球：
最怕大声喧哗

公共场合看球：电话铃声频响

“马上世界杯了，小区的业主群里就发
起了文明观球的倡议书。”家住海口白龙北
路的球迷何瑞说，作为文明看球的球迷，第
一时间就响应了倡议，何先生表示，自己在
看球时，最反感的就是遇到大声喧哗的行
为,不仅影响不看球的人休息，还打扰到其
它正在看球的人。

槽点 2：

球迷陈简顺说，跟三五好友一块看球
是件快乐的事，但在看球期间，若有人没有
将手机静音，且频繁地响起来，打扰他人看
球，就会令人比较反感。此外，一块儿看球
时，若手机频繁响起，不停地起身、在屏幕
前走过去接电话，也会影响到他人看球。
“特别是看到精彩的地方，被打扰了会特别
不舒服，这是令人难以忍受的。
”陈简顺说。

大家一块看球：最怕脏话不断

槽点 4：

“球赛中总有自己不看好的球赛，最怕
遇到看球时脏话不断的人。”球迷陈显毓
说，球赛只是球员之间的技术较量，但总有
些球迷会过分地代入自己的个人情感，看
球时脏话不断，总是诋毁另一方队伍，这就
不免令人反感了。

清吧等场合看球：频繁推销酒水
如今，约上三五好友一起到酒吧、清吧
或是烧烤摊上一块看球，
已成了不少球迷的
新选择。球迷陈讯说，在这样的场合看球，
最反感频繁的酒水推销、发小广告的行为。

槽点 5：
公共场合看球：恶性赌球行为
“世界杯作为 4 年一届的足球顶级赛事，
给球迷们呈现的应该是向上的体育精神，
可
总有不少人不是欣赏竞技精神，
而是纯粹的
赌球。”球迷陈亮说道，自己最反感这样的
行为，因为恶性赌球破坏社会和谐。

槽点 6：
大声吃东西并乱扔垃圾
谈到自己反感的观球行为，球迷黄洋
说，最难以忍受的是看球时边上有人在大
声地吃东西，打扰他人观球。
“ 有些人并不
是真正欣赏球赛，而是借着世界杯一块喝
酒。”黄洋说，同时，在观看现场乱扔垃圾，
也是十分不文明的行为。

槽点 7：
观球时总是喝倒彩
“最难以忍受喝倒彩，不仅打扰他人看
球，还容易激发矛盾。”球迷孟晓波说，文明
观球的前提就是理性看待球赛输赢，若是
一味地喝倒彩贬低对方球队，便失去了看
球的乐趣。

人才就医
绿色通道

设立 VIP 诊室,四类人
可凭“人才卡”就医
南国都市报 6 月 12 日讯（记者
王洪旭）近日，
省卫生计生委印发了
《海南省人才就医绿色通道服务实施
方案（试行）
》
（以下简称《方案》），将
为我省引进人才提供就医绿色通道
服务；全省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含
各类公立专科医院）开通绿色通道，
为服务对象就医提供优先、有序、安
全、
畅通的诊疗服务流程。
其中，就医绿色通道的服务对
象为：柔性引进的大师级人才和杰
出人才、全职和柔性引进的领军人
才、全职引进的大师级人才和杰出
人才的配偶及直系亲属，以及按照
省委省政府要求需要提供就医绿色
通道服务的人群。
该《方案》要求，全省二级及以
上 公 立 医 院（含 各 类 公 立 专 科 医
院），要开通人才就医绿色通道，设
立 VIP 诊室，在显眼位置张贴人才
就医绿色通道服务流程图。各医院
要积极提高服务能力，为服务对象
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
其中，柔性引进的大师级人才
和杰出人才，全职和柔性引进的领
军人才凭“天涯人才卡”
（由省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厅认证并发放）；全职
引进的大师级人才和杰出人才的配
偶及直系亲属凭人才家属医疗保障
卡”或有关证件（具体确定后另行通
知）到服务医院 VIP 诊室享受就医
绿色通道服务。
医院 VIP 诊室要安排专门服务
人员，负责引导服务对象的诊疗过
程，包括看诊、预约检查、缴费、取药
等服务。接诊时要向服务对象发放
“绿色通道就医指南卡”
。
服务对象需要住院治疗时，由
医院 VIP 诊室服务人员负责联系安
排，并协助办理入院手续，其就医费
用按相关规定支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