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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最美快递员”正式启动

最终将评选出 20 名“最美快递员”、10 个“最美快递员”团队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
报 5 月 21 日讯（记者 姚皓/文 刘洋/
图）快递小哥看过来，这是属于你们的
舞台 ！5 月 21 日，
“ 服务自贸港 快递
新篇章 2020 年海南寻找最美快递员”
推选活动正式启动，活动将深入挖掘
宣传海南快递业感人事迹，评选出 20
名“最美快递员”及 10 个“最美快递
员”
团队。
快递员作为辛勤奋斗在服务一线
的劳动者，是行业健康发展的动力，是
新业态连接商家和用户的桥梁。在疫
情防控工作中，快递业涌现了一大批
坚守岗位、奉献社会的先进典型。本
次活动旨在展示快递员风采，让社会
公众更加理解和支持快递行业，并通
过感人事迹激励全省邮政快递业从业
人员不断提高服务水平，争当行业最
美典范，同时为海南精神文明建设、自
贸港建设贡献行业力量。
本次活动由海南省邮政管理局、
海南省总工会指导，海南省教科文卫
邮电工会、海南省快递行业协会主办，
南海网、南国都市报承办。活动将采
取团队（企业）、消费者推荐与个人自
荐相结合的方式，在公开、公平、公正
的基础上进行。

网络票选

活动现场展示的可循环使用的快递包裹。

评选条件
1. 在海南快递行业具有突出贡献的个
人及团队（企业）；
2. 爱岗敬业、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
凡业绩的个人及团队（企业）；
3. 以个人的力量为社会公平正义、和谐
稳定做出积极贡献的个人；
4. 个人在传承文明、弘扬新风上的表现

特别感人，体现中国传统美德和良好社会
风尚的人；
5. 受到消费者或媒体等表扬者，获得劳
动模范称号或受到区级及以上表彰者，
在见
义勇为行为等方面表现优秀者可优先参评；
6. 服务技能精湛，工作责任心强，服务
优质规范，未被消费者有正当理由投诉。

5 月 22 日 9：
00 至 6 月 5 日 17：
00 期间，评选活
动小组对推荐的候选人进行资格审核，并组织考
察。根据资格审核和考察情况开展预审，通过社
会公众对候选人进行投票。南海网客户端、微信
公众号将制作推出 2020 年“最美快递员”评选网
络投票专题，开通线上投票通道，为最终选出的
“最美快递员”提供网络人气票选依据，通过全民
参与投票引发社会关注，让更多人关注、学习其
优秀品质。
网络票选投票结束后，活动将结合各候选人
及团队（企业）的感人事迹和得票情况，组织海南
省邮政管理局、省总工会、省快递行业协会、南海
网、行业专家、社会监督员等社会各界人士组成
评审委员会，对网络票选出来的推荐人选进行评
审 。 此 次 评 审 实 行 百 分 制 打 分 ，网 络 投 票 占
50%，专家评审占 50%。获评人员将获得由省教
科文卫邮电工会、海南省快递行业协会颁发的
“最美快递员”荣誉证书、奖杯以及奖金。

投票规则
每个微信号可每天给一个候选编号投 1
票。活动后台 24 小时监测投票数据变化，严禁刷
票行为。如发现恶意刷票行为，活动组委会有权
取消其活动资格，最终票数以复核数据为准。

海南交警发起“一盔一带一线”线上活动

快来签署你的安全承诺书吧！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 5
月 21 日讯（记者 姚皓）5 月 21 日，2020 年
海南寻找“最美快递员”推选活动正式启
动。活动现场，海南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向
全省机动车及非机动车驾驶员发出安全倡
议，并在线上线下同时启动“一盔一带一
线”安全守护活动，邀请市民朋友共同签
订承诺书，一起为安全出行贡献力量。
今年 4 月，海南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在

全省开展“一盔一带一线”安全守护行动
（
“盔”
指的是头盔，
“带”
指的是安全带，
“线”
则是斑马线）。期间，公安交管部门加强执
法管理，依法查纠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骑
乘人员不佩戴安全头盔、汽车驾乘人员不
使用安全带行为，助推养成安全习惯。力
争到 2020 年底，城市道路摩托车、电动自
行车骑乘人员安全头盔佩戴率达到 95%以
上。

海南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倡议广大市民
朋友，无论是驾乘摩托车还是电动自行车，
请佩戴安全头盔。无论是驾车还是乘车，请
规范使用安全带。坚决杜绝无证驾驶、酒后
驾驶、逆行、闯红灯、不系安全带等交通违法
行为。机动车遇斑马线要礼让行人，行人要
按照交通信号有序通过斑马线，自觉文明出
行，
规范有序停车，
争当文明交通的倡导者、
宣传者、践行者和维护者。

当天，原海南省邮政公司资深经理、
海南省快递行业协会秘书长张少中，与海
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党委委员、副总
队长谢智强现场签署了佩戴安全头盔出行
承诺书。快递行业作为本次行动的重点示
范引领行业之一，将带头配齐用好安全头
盔、安全带，为全省营造良好的道路交通
环境，保障市民群众绿色出行、健康出行
贡献力量。

从四处找药到实现“药等患者”
乐城“新政”让特许药械入园再提速，方便患者用药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 5
月 21 日讯（记者 苏桂除 文/图）5 月 14 日，
南国都市报刊发《博鳌乐城先行区为患者
“全球寻药”
上演
“生死时速”
》一文引起广泛
反响，
美国同行推荐乐城新政再为国内患者
续“生命奇迹”的报道，令人倍受鼓舞，国内
外特许药械厂商、园区内的医疗机构及就诊
的患者纷纷为乐城先行区“特许医疗”的政
策优势打 CALL。21 日，记者从博鳌乐城
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以下简称乐城先行
区）管理局了解到，自今年
“五一”
之后，
类似
患者急寻的这款进口 CTLA-4 特许药品入
园区使用，从极简审批、物流到仓储等均已
全面提速，让更多特许药械惠及更多的患
者。

享受精准治疗肿瘤的国际方案
今年 65 岁的吴先生被确诊为“癌中之
王”
黑色素瘤。美国 MD 安德森癌症中心专
家提议：
“在中国，
乐城先行区有特许医疗特

殊政策，去那里同样可以享受到精准治疗肿
瘤的国际方案。”经过多方共同努力，5 月 13
日，吴先生终于等来 CTLA-4 救命药的顺
利落地使用。目前，
经过手术后的吴先生已
转入正常治疗阶段继续治疗。
如果说吴先生到乐城只是看到
“生的希
望”，那么，今年不到 30 岁的患者林英是幸
运的。她来到博鳌恒大国际医院，
该院病理
科通过领先的 3D 病理切片扫描仪，将图片
发送至美国布莱根和妇女医院（哈佛大学主
要教学医院）同步会诊，美方专家读片后完
全同意并肯定了恒大医院的诊断为乳腺
癌。随后该院给其实施了
“左乳腺癌改良根
治术”，经过几个月八个疗程精准化疗，5 月
20 日，林英顺利出院了。

“新政”助推特许药械进园再提速
“不管是吴先生找到的救命药，还是林
英经过特许药械的手术最后顺利出院，
这都
是乐城先行区特许药械‘先行先试’政策带

来的实实在在的福音。”乐城先行区管理局
副局长刘哲峰说，关键是乐城特许药械“新
政”
从极简审批到物流、仓储等环节，大大降
低了园区内医疗机构的运营成本，从四处找
药到实现
“药等患者”
的转变。
今年 5 月初，试运行近半年的乐城特许
药械追溯管理平台正式上线运行，平台将以
往特许用药申请的纸质审批，
转变为更方便
快捷的网上审批。园区内医疗机构提出用
药械申请后，最快当日即可办结。
在特许药械进口环节，
自去年底乐城先
行区有了公共保税仓库后，可以整箱整箱进
口，每件进口的药械不超过 800 元，大大节
约了企业的成本。
“患者进来园区医疗机构就医，就只是
约专家的时间了，
不会再存在有了专家而没
有药械使用的情况。
”
招商部部长代晓龙说。
“全球大型特许药械的厂商均知晓乐城
先行区享受的特殊政策，目前，园区重点招
商的是国外中小厂商，
今年园区要吸引更多

乐城特许药械追溯管理平台正式上线
运行，让审批再提速。
国外厂商及国内医生入园来。”
代晓龙说，
园
区与主管部门及厂商正在为近百种特许药
品，特别是首选肿瘤药品购买保险一事进行
推动。未来，患者一年投保十几元，入园区
就医可通过医保卡进行住院支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