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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高县领导看望林家彬家属
本报临城 6 月 8 日电 （记者李佳

飞 特约记者吴孝俊）今天本报头版刊
登文章《临高 17 岁小伙跳水救人不幸
溺亡》 引起临高县各方高度关注。 上
午，临高县委、县政府主要负责人相继
作出指示，委派县委政法委、加来镇代
表前往林家彬家中，看望慰问其家属，
并送去慰问金。

在临高县加来镇龙坤村林家彬
的家中，前来慰问的人员详细了解了
其家属的生活情况，鼓励他们坚定生

活信心。
临高县委政法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在危急时刻，林家彬挺身而出，舍
己救人，献出自己年仅 17 岁的宝贵生
命，事迹感人，有关部门将对其行为是
否属于见义勇为作出认定， 并大力宣
传这种舍己救人的精神， 弘扬社会正
能量。

加来镇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在力所
能及的范围内给予林家彬家属一定的
照顾，帮助其解决实际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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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新时代劳模
海南省总工会 海南日报 联办

人物简介： 海口市公安局交警
支队龙华大队七中队中队长 ，自
1988 年成为海口市一名交警，26 年
来，一直坚守在路面执勤第一线，凭
着兢兢业业和热情服务， 成为广大
市民所熟知的“最美交警”。 今年 5
月，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龙华大队七中队中队长蔡建家：

在马路上，我找到了幸福

■ 本报记者 金昌波

骄阳似火的午后， 记者来到海口市
龙华路与金龙路交叉口，老远就看到一
名面色黝黑的中年交警，用娴熟的手势
正站在交通岗台上疏导交通： 左转、伸
臂、 打手势……一系列标准的动作一气

呵成、纯熟干练。
他就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

者、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龙华大队七
中队中队长蔡建家。

从警 26 年，无论日晒雨淋，他总是
孜孜不倦地坚守岗位，在街头传递着正
能量……

每天都觉得自己像个新兵

记者：26 年来， 是什么动力让您一
直坚守这个岗位？

蔡健家：因为喜欢，没有那么多的理
由。 从部队转业后，就一直当交警，虽然
工作很多年了， 但我每天都感觉自己像
个新兵一样，带着新鲜而愉快的心情去
上班。 期间有机会调去“坐办公室”，但
都被我拒绝了，因为只有在路面上，才能
感受到我的“幸福”。

记者：您理解的这份幸福是什么？
蔡建家：我对他们一笑，他们报之以

一笑，就这么简单。2012年的一天，我遇
到一对着急赶飞机的母女拦出租车，当
时天下大暴雨，我想都没想就将雨衣披
到她们身上，自己淋雨帮他们拦车。 当
这对母女搭上车的那一刻，我从内心里
感受到幸福。 你想想，如果有一天，我牵
一个小孩过马路， 他们回到家里跟家长
说“今天是交警叔叔牵我过马路”，家长
们心里该有多欣慰啊？

兢兢业业才对得起警服

记者：从警 26 年，您没跟家人过过
一个节日？

蔡建家： 队里年轻人大都来自乡
下， 节假日应该让他们回家与亲人团
聚，我住在海口，应该留下来。 其实，有
时候也挺伤感的，每次父母打电话问回
家吃饭，我都说回不去，明显感受到他
们的失落。

记者：在这岗位上您有过委屈吗？
蔡建家 ：交警站岗一分钟 ，就要

服务 60 秒。不过，交警上路被人骂真
的是家常便饭。 2013 年 1 月 29 日，
一名中学生由于驾驶无牌摩托车被
我拦下，没想到这名学生非但不配合
还对我大打出手。当时，我的额头、脸
部和颈部都被打伤， 但我不能还手。
我想说的是，既然选择了当一名交通
警察，那么，只有兢兢业业才对得起
这身警服。 也许真的有委屈，但必须
忍受。

梦想是人人遵守交通规则

记者：现在大家都叫你“最美交警”。
蔡建家：其实，大街上许许多多的

交警都跟我一样，不管风吹日晒，都坚
持在路面执勤。 我们希望用自身努力
去为大家服务，无需评“最美”，只要
真心地说一句“交警真好”就是最大
的褒奖。

记者： 交警这份工作已经融进你的
生活？

蔡建家：可以这么说。 平时不上班，
我也会自觉地温习违章代码， 提高自己
的业务水平，每次跟朋友出去喝茶，或者
在饭桌上和亲戚们聊天， 张口闭口聊的
都是执勤时的路面情况。

记者：您的梦想是什么？
蔡建家：我一生最大的梦想就是，人

人都能遵守交通规则， 让交通文明成为
城市靓丽的风景线。 如果再年轻一点，
我还想再干 26年交警。

（本报海口 6 月 8 日讯）

蔡建家。 本报记者 金昌波 摄

2014年海南节能宣传周活动启动，宣传重点：节约用电，全民行动

6个节能项目签约金额近 7000 万元
本报海口 6 月 8 日讯 （记者梁振

君 通讯员陈泉治 ）今天上午，省工
信厅、省发改委、省机关事务管理局
等 14 个部门以及海口市政府，在省
图书馆会展楼广场共同举行 2014
年海南省节能宣传周启动仪式暨节
能技术产品展示会开幕式， 拉开了
2014 年海南省节能宣传周和低碳日

活动序幕。
今年节能宣传周活动主题为：“携

手节能低碳，共建碧水蓝天”，宣传重
点是：“节约用电，全民行动”。 宣传活
动时间为 6 月 8 日—14 日， 其中 6 月
10日为“全国低碳日”。

今天上午，由省科技厅、省工信厅
主办，省技术交易中心承办的节能技术

产品成果交易签约活动上，有 6组企业
的 6个节能技术产品项目签约，签约金
额近 7000万元。

其中， 海南能效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签约的金盛达国际建材商城的光伏
发电合同能源管理节能项目签约金额
就达 6000 万元。 该项目在海口的国
际建材商城 5 兆瓦太阳能电站建成

后，年均发电量 591.45 万度，20 年可
发电 11829 万度，可节标准煤 47.316
万吨，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117.9 万
吨。 今年节能交易签约活动的另一新
亮点是覆盖面更广， 签约项目涵盖了
海口、文昌、三亚、临高、昌江 5 市县，
大规模推广应用节能减排新装备和新
产品已见成效。

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
节俭养德全民节约行动

更多妙招请关注@海南日报 新浪
微博进行评论。 请扫一扫二维码关注日
报新浪官方微博。

用电高峰期，全省居民负荷约占全省负荷的 1/3

合理使用家电能节电 10%-20%
本报海口 6 月 8 日讯 （记者梁振

君）在电力供需形势如此紧张状态下，
海南电网公司副总经理张勉荣今天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居民节电有更广泛
的社会意义，目前在用电高峰期，全省居
民负荷约占全省负荷的 1/3。

他指出，日常生活中，空调、电视、

电扇、电饭煲、电热水器都有节电小窍
门， 比如一般家用空调温度每提高
1℃，10 小时省电 0.5 度， 使用睡眠模
式可省电 20%； 电风扇启动时应在高
速档，有利于电机高速启动，达到额定
转速后再转到低速档， 达到保护电机
和节约电量的目的；电饭煲功率较大，

做饭时电饭煲内水煮开后可以拔下电
源插头利用余热加热一段时间， 这样
可以省电 20%-30%等。

“合理使用家用电器能实现 10%
-20%的节电量，既能达到对家庭节钱
目的，又能节约国家电力资源，何乐而
不为。 ”张勉荣说。

亲友回忆临高 17岁救人小伙：

他是个热心善良的好孩子
本报临城 6 月 8 日电 （记者李佳

飞 特约记者吴孝俊 ）到今天，临高 17
岁小伙林家彬跳水救人不幸溺亡的事
情已过去 3 天了。 然而，平时与哥哥一
向感情很好的弟弟林家祥此时还在学
校里安静地复习，全然不知哥哥已离去
的消息。

“小弟今年读小学六年级，马上就
要毕业考试了，怕影响他考试，家人都不
敢告诉他。 ”在临高县加来镇龙坤村林
家彬生前的老家，姐姐林芳婷红肿着双
眼告诉记者，大弟林家彬生前性格内向，

平时话不多，但内心善良，很照顾小弟林
家祥，也常常分担她的家务活，三姐弟从
小一起长大，感情很好。

在加来镇龙坤村， 已将逝者安葬的
林家宅子，被一股沉重的悲伤的情绪笼
罩着，简陋但整齐的房间里，没有一张林
家彬生前的照片。 父亲林先说， 儿子生
前很爱干净，一般不乱放东西，平时没事
的时候就待在家里，帮忙做饭，或者打扫
卫生，照顾弟弟。

舅舅符业建也觉得林家彬是个性格
内向但是善良听话的孩子。 符业建说，
到了农忙的时候，像林家彬一般大的孩
子总喜欢跑出去玩，但他却留在家里，下
地帮父母亲插秧、种辣椒，“什么活儿都
干，有时还主动去邻居或者亲戚家帮忙，

是个很勤快、很听话的孩子”。
邻居洪赛珍说，她自己的儿子喜欢

上网聊天、爱玩游戏，有时林家彬会悄
悄地劝她儿子，让他不要贪玩，要学会
做事。

林家彬的小学、初中同学林建修说：
“他就是表面话不多，但其实很热心，熟
悉他的朋友有事就会找他帮忙， 因为他
不会推辞。 ”

“总体而言，他是个善良听话的孩
子。 ”三亚高级技工学校电工专业班主
任孙衍灼说， 虽然林家彬因为身体原因
离校已有较长一段时间， 但他安静却乐
于助人的印象至今还让人记忆清晰，听
说他救人溺亡的事情， 大家都感觉很突
然，也很难过。

新闻 追踪

@雨中禾
献计节电有妙招， 小处细处注意

到： 人走灯灭电器关， 拔掉插头最安
全；电器选用低能耗，冰箱附近禁热源；
空调调温要适当， 否则费电把身伤；电
锅煮饭温档调，煮焖食物更健康；机洗
衣服要适量，皮带松紧有影响；照明要
选节能灯，利眼还是自然光。

@松树落雪梦
饮水机节电方法：1、饮水机能关则

关。 暂时不用时，就将饮水机电源开关
关闭，到需要加热或制冷时再打开也不
迟， 尤其是单位下班或家庭外出时，一
定要记得把饮水机的电源关闭。 2、经常
清洗内胆，防止结垢影响热效率。

@西江情歌
电饭煲及电脑用完后， 拔下电源

插头；控制好彩电的对比度和亮度，不
用遥控器关电视机。

《大厅空无一人 夜半灯火
通明》后续———

两单位关掉长明灯
本报海口 6 月 8 日讯 （记者宗兆

宣）经过记者深夜走访，6 月 7 日海南
日报对海口市环境保护监测站和省
图书馆两单位浪费电力现象进行了
曝光。 7 日晚上记者又一次来到两单
位暗访，发现两家单位都及时进行了
整改，通宵亮灯的现象已彻底改变。

7 日 22 时 30 分， 记者首先来到
了位于海口国兴大道的省图书馆西侧
停车场， 发现停车场中间的高空射灯
已经关闭。 记者随后走到省图书馆东
侧的停车场， 发现几十米高的高空射
灯同样是关闭的。

23 时 20 分， 记者又来到了位于
海口市环境保护监测站高登西路办公
区， 发现办公楼的一楼大厅灯光全部
关闭，门外的 2个照明灯也没有打开。
记者联系上该监测站办公室主任杨海
航， 据其介绍， 看到海南日报的报道
后，站里立即采取了措施进行整改。

6月 7日上午，一场大雨缓解炎热天气，海口市南沙路一户市民家中关闭空调，开风扇也可让做功课的小朋友感觉凉意。
本报记者 李英挺 摄

扎海星 捡垃圾
6月 8日是世界海洋日，三亚驴友群组织的 20多

名网友来到大、小东海之间的珊瑚湾，用鱼叉扎掉了大
量专门吃珊瑚的长棘海星，清理了海滩上的大量垃圾。

三亚驴友群等户外QQ群每周均有两三次组织
驴友开展以环保为主题的浮潜、爬山等活动。图为网友
波波拎着一袋垃圾走出海湾。 本报记者 苏建强 摄

海南日报
#全民献计节电妙招 # 征集

吴文生：

自建光伏发电
省钱又省电

本报讯 （记者梁振君 通讯员王
妍馨）“家用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是
个好东西， 我都自产自用一年多了，
省钱又省电。 ”6 日上午，正在广州出
差的吴文生在电话里对记者说。 他是
海南首个尝鲜个人分布式光伏发电
的业主。

家住儋州的吴文生， 退休前任海
南松涛水利工程管理局局长。 去年 4
月， 吴文生与海南英利新能源有限公
司取得联系， 表达了想在自家建光伏
发电站的想法。 短短 10天，海南英利
技术人员就在他家中建起一套 10 平
方米的家用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

该套系统投资约 2.4 万元， 在日
照正常情况下，日均发电 10 度左右，
一年可发电 2953 度， 年节约标准煤
1.06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2.83吨。

业内人士建议，海南日照时间长，
应当鼓励个人分布式光伏系统进入千
家万户，可有效解决海南的缺电问题。

全力支持国际旅游岛建设

天津航空
布局海南市场

本报海口 6 月 8 日讯 （通讯员李海滨）今天是
天津航空成立五周年纪念日。 自 2009年成立以来，
作为拥有国内最大的支线机队的航空公司， 天津航
空积极布局海南市场，全力支持国际旅游岛建设。

据统计，截至目前，天津航空海口地区飞机由 1
架增加至 8 架，每日执行的航班量约为 16 班左右。
2013 年， 天津航空海口地区航班总量为 6417 班，
位居海口地区第 4 位。 旅客吞吐量 55.2 万人次，位
列海南地区第 5位。 为把握国际旅游岛高速发展态
势，服务海南人民，2013 年 10 月，天津航空正式成
立海口运行基地。

天津航空海口基地以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为契
机，相继开通 18 条海口航线与 4 条三亚航线，加大
在海南地区的运力投入。 目前， 海口地区航班已连
接国内的各主要省份地区，其中海口飞北京、天津、
西安、汕头等航线更是成为公司的主要干线；三亚地
区目前也已开通直飞天津、 西安等航线。 根据海南
市场发展的实际需要， 天津航空海口基地将推出海
口———三亚之间的订单航班概念， 为海南岛内人员
交流与物资运输做贡献。

三亚举办海洋保护宣传活动

来当“海洋卫士”
大家携手保护海洋

本报三亚 6 月 8 日电 （通讯员郭育帅 记者林容
宇） 在 6月 8日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到来
之际，为提高公众的海洋意识和海洋责任，三亚市海
洋与渔业局携手蓝丝带海洋保护协会， 今天上午在
三亚市大东海广场共同举办三亚站海洋保护宣传活
动。 三亚市海洋与渔业局、三亚市涉海企业、海洋保
护志愿者共计 300余人参与了启动仪式。

启动仪式后，在场人员开展了一系列海洋环保宣
传活动，包括大东海海滩清洁活动、蜈支洲岛鱼苗放
生活动、市区海洋保护知识宣传活动、“我与海洋”海
洋保护绘画比赛、“保护海洋生物”DIY 创意手绘 T
恤活动，并在各活动现场招募“海洋卫士”志愿者。

活动期间，吸引了大量的市民及游客参与。

6月 8日是世界海洋日

荨上接 A01 版
海口市新注册市场主体数量猛增，截至今年 3月底，
新增企业注册 8016家，同比增长 50.06%。面对日益
繁重的后续监管任务，海口市出台《企业信用分类监
管暂行办法》，按诚信守法经营的不同情况，将市场
主体划分为良好守信(A类)、一般守信(B类)，轻微失
信(C类)、严重失信（D类)四个监管类别。

根据办法， 所有分类监管信息每季度通过信息
公示平台向社会公开公示。 办法不仅对失信企业规
定了相关处罚和约束制度， 还对良好守信企业提供
重点扶持、其企业名称权、注册商标及其相关权益受
工商部门重点保护等服务措施。

海口市工商局局长邢帆说，今后，海口将逐步建
立并完善企业信用监管数据规范和标准体系， 建立
守信企业激励机制、警示企业预警机制、失信企业惩
戒机制和严重失信企业淘汰机制， 加强对企业从进
入到退出市场的全过程监管。

对年报企业按比例抽查

根据改革意见， 企业年度检验制度改为年度报
告公示制度。 年检改为年报后，将意味着监管形式
发生变化。海口市工商局出台了抽查年报企业规定，
将按照提交年度报告企业的 5%-10%比例随机抽
取企业进行检查。

企业年度报告抽查结果将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对社会公示。对年度报告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
假情节严重或拒不改正的企业，将其载入“黑名单”，
并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对社会公示。

海口工商构建宽进严管新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