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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5月12日讯（记者洪宝
光）今天，迪拜山图国际集团特意来到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现场招聘毕业
生，经过笔试、面试，录用了应用外语系
的徐雪霞等21名学生。据了解，海南
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生深受境外企
业青睐，截至目前，该校200多名毕业
生在新加坡、阿联酋等地就业。

5月 12日上午，阿联酋迪拜山图
国际集团蒋云妹女士来到海南经贸
职业技术学院，计划招聘一批毕业
生，这是近两年来，她第三次到该校
招聘毕业生。该企业在迪拜经营鞋
包生意。

“毕业生工作表现不错。”蒋女士告
诉记者，近年来，山图集团非常青睐海

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的毕业生，已有几
十名酒店管理以及应用外语等多个专
业毕业生到公司工作。

今天，共有48名毕业生参加面试，
现场录用了财务管理系符玉莹、应用外
语系的徐雪霞等21名学生。

“去迪拜工作很吸引人。”徐雪霞
说，一直以来都梦想着到国外工作，如

今有这个机会很幸运。
据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就业办

主任潘敏介绍，近年来，学院积极拓展
境外就业市场，主动与澳门、新加坡、
迪拜等地企业对接，邀请企业到学校
来招聘。截至目前，该校毕业生在澳
门、新加坡和阿联酋就业人数已达
200多人。

海经贸毕业生捧起洋饭碗
21名学生被迪拜企业当场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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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宁首创奥特莱斯杯

2015海南首届台球精英赛圆满结束
由省文体厅、万宁市政府主办的万宁首创奥特莱斯杯2015海南首届台球精英赛，于5月10日落下帷幕，来自省内外的近500多位台

球爱好者，通过506局、超过2000盘精彩对垒，让各位球迷大开眼界。这一在万宁首创奥特莱斯举办的赛事，是目前我省规模最大的一次
台球赛事，其在助力海南台球运动发展的同时，也成为海南体育旅游的一道亮丽风景。

赛事精彩纷呈
17岁山西晋城男孩李禹瑾夺冠

持续时间约半个月的2015海南首届
台球精英赛，分为预赛、复赛、半决赛、决赛
4个阶段进行，岛内外不少台球精英纷纷
参赛。

在5月10日举行的决赛上，14岁便
杀入世界斯诺克亚洲区球员巡回赛四强
的山西晋城男孩李禹瑾与名满全海南的

顶尖球手，来自琼海的王俊对决。比赛
中，李禹瑾率先拿下5局，随后王俊发力
紧追追回3局，最终李禹瑾以7比3赢得
冠军，整场比赛精彩不断，观众不时报以
热烈掌声。

“这次比赛竞争激烈，比赛时我的状态
还不错。”冠军得主李禹瑾赛后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比赛在设备、规则等方面都很专
业，有实力的选手比较多。决赛后，李禹瑾
与一些观众进行互动，并现场传授一些比
赛“秘诀”。

政府鼎力支持
参赛选手满载而归

在赛后的颁奖环节，万宁市委常委
王如龙为冠军选手李禹瑾颁奖，奖金为5
万元；万宁首创奥特莱斯文化旅游区总
经理林爱国为亚军王俊颁奖，奖金为1.5
万元；万宁市文体局局长肖传能为季军
颁奖，奖金为 5000 元。8 强选手获得
3000 元奖金，各路选手满载而归，现场

气氛高涨，情绪热烈。

健康体育赛事
为海南旅游添活力

“这次台球比赛，从规模、竞技水平、
组织调配等方面看，都是我省建省以来
办得最好的一次台球赛事，有利于提高
海南的台球运动水平，同时也是对台球
运动的一种推广。”省台球协会会长朱智

斌说，在赛事举办过程中，万宁奥特莱
斯、各地台球俱乐部及广大球迷等对赛
事非常支持，最终促成了此次台球比赛
的十足精彩。

从举办形式上看，朱智斌表示，此次
比赛的形式很新颖，以往的台球比赛往往
选择在俱乐部等举办，观众面小，不利于
台球运动的宣传与推广。而此次比赛选
择在万宁奥特莱斯举办，很多游客前来观
看比赛，激发了不少游客对台球运动的兴
趣。

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目前海南越来
越多的人选择台球运动，今后海南应该举
办更多的台球赛事，通过球技切磋，以进一
步提高海南的台球运动水平。据介绍，目
前海南的台球竞技水平在全国处于第三梯
队，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万宁首创奥特莱斯负责人表示，作为
在海南唯一一个以国际品牌和超低折扣为
卖点的奥特莱斯，正积极通过与文体赛事
活动的融合，为海南旅游增添更多的活力、
更大的看点。 （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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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5月12日讯（记者张谯星 通讯员
刘晓理）记者今天从海南廉政网获悉，陵水黎族自
治县纪委日前对该县扶贫办原主任梁有豪严重违
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经查，梁有豪在担任陵水县扶贫办主任期
间，违反财经纪律，规避公开招投标；玩忽职守，
致使县扶贫办采购劣质化肥；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为其亲友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其行为已
构成严重违纪。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行政机关
公务员处分条例》有关规定，经陵水县纪委讨论并
报县委批准，决定给予梁有豪开除党籍和行政撤
职处分。

违反财经纪律 玩忽职守 为亲友谋利

陵水县扶贫办原主任
梁有豪被开除党籍和
行政撤职

本报海口5月12日讯（记者张谯星 通讯员
王宁）记者今天从海南廉政网获悉，临高县纪委监
察局日前对该县妇幼保健院院长林群、副院长王
捷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经查，林群、王捷在2014年“三八”妇女节期
间，同意使用公款为干部职工集体聚餐买单，并以
培训费名义报销，林群、王捷对此负领导责任，其
行为已构成违纪。

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事业单
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有关规定，经临高县纪
委监察局研究，决定给予林群行政记过处分，给予
王捷党内警告和行政警告处分。

公款聚餐按培训费报销

临高县妇幼保健院
正副院长被处分

本报海口5月12日讯 （记者李佳飞 通讯
员符岩凌）记者今天从海口市纪委获悉，近日，
海口市纪委监察局批复同意海口市公安局对其
美兰国际机场民警冯学超给予开除党籍、行政
开除处分。

经查，冯学超因吸食毒品，被海口市公安局龙
华分局处以行政拘留15日。

因吸食毒品

海口一民警被双开

飘扬海岛的青年旗帜

■ 本报记者 王玉洁

周六上午九点，来到海口市社会福
利院，推开12355海口心灵花园工作站
的门，色彩清丽的墙纸、一字排开的沙
盘、小巧玲珑的沙具、并排而坐的毛绒玩
具映入眼帘，给人一种安静、柔和之感。

一名年轻志愿者正与一个十七八岁
的大男孩面对面坐着，柔声交谈。四年
来，这样的场景每周都在福利院上演。

2011年，由12355海南省青少年
服务台、“心灵花园”、海口市社会福利
院三方合作建成12355海口心灵花园
工作站，给福利院孩子做心理辅导，缓
解孩子的负面情绪，调整孩子的不良行
为习惯等。至今，12355海口心灵花园
已结对帮扶了40个孩子，共提供心理
服务近900小时，组织团体活动约40

小时，培训志愿者近400小时。
四年来工作站主要向福利院3-18

岁的孩子做心理辅导，但福利院工作人
员发现孩子们长大后，大多会变得孤
僻、偏激、不自信，对社会群体信任度不
高，这会影响他们今后的人生发展。为
此，工作站今年的工作重点将向12-18
岁孩子倾斜。

“福利院孩子虽然衣食无忧，但他们
遭遇了与父母分离的创伤，不少还承受
着脑瘫、自闭、发育迟缓等疾病的折磨，
缺乏心灵陪伴。”12355海口心灵花园工
作站负责人贾晖告诉记者，有了团省委
和福利院的帮助，便能让心灵花园的志
愿者给孩子们带来阳光般的心灵滋养。

“我们提前十五分钟来到沙盘室，
吸取上次的经验，把易碎的沙具提前收
拾好……”“三个孩子都理了头发，精神

了许多。几个孩子主动去拿拖把和杯
子……”这两句话分别出现在贾晖与其
他两位志愿者于2012年和2013年做
的个案记录中，孩子还是那几个孩子。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这份记录在
贾晖眼里就是一份宝贝，做个案记录既
能养成志愿者记录工作的好习惯，又能
从记录间看到孩子们的变化，以更好地
为孩子们调整适合他们现状的心理疏
导内容。

起初患有自闭症、癫痫、精神发育
迟缓等疾病的孩子并不在心理辅导对
象之列，主要因为他们缺乏自主行为能
力和正常交流能力。但在贾晖四年的
志愿者经历中，她发现即使不会说话的
孩子也能感受到志愿者的陪伴，参与沙
盘游戏的孩子或多或少都会发生变化。

“有些患有自闭症的孩子每当来到
‘心灵花园’工作室会慢慢变得安静而
乖巧，和他们在教室里的破坏力极强大
相径庭。”贾晖介绍。于是去年，智力发
育迟缓、患有自闭症、癫痫症的孩子逐

渐开始接受心理辅导。
在志愿者黄丹妮眼中，用心陪伴福

利院的孩子是最重要的。她能从孩子
玩沙盘时的小心翼翼、双手发抖等细
节，发现孩子是敏感而不自信的，而后
再与他沟通，努力培养他的信心。虽持
有心理咨询师二级证书的她也经常到
团省委组织的沙盘网络培训课中充电。

目前海口市福利院暨12355海口
心灵花园工作站主要采取“一对一沙
盘”，结合亲情陪护、小组沙盘、团体游
戏、心理讲座等形式向福利院孩子提供
心理辅导。现在，工作站志愿者人数从
原来的56人增加到了68人，志愿者职
业涉及各个领域，他们均持有国家二三
级心理咨询师证书，甚至有的人还从志
愿者做到了管理者。

志愿者队伍虽在变化，可每一个志
愿者的初衷都是一样的：秉承“无缘大
慈、同体大悲”的精神，奉献爱心，让每
个孩子的心灵绽放花朵。

（本报海口5月12日讯）

4年来，12355海口心灵花园工作站给福利院孩子提供近900小时心理服务

心灵陪伴滋养 点亮希望无疆

本报海口5月12日讯（记者刘贡）
昨天18时，热带植物生态、进化与保育
国际会议在海口向与会的全球热带地区
40多个单位发出倡议书，倡议来自热带
地区的专家共同组建“热带地区生物保
育联盟”。

倡议书认为，来自热带地区的专家
组建“热带地区生物保育联盟”，将加强
濒危动植物的保护工作，交流生物多样
性的保育经验，修复遭到破坏的热带生
态系统，提高热带地区生物多样性和生
态安全。

为此，中国海南大学、美国佛罗里达
国际大学、西班牙巴塞罗那植物研究所
等单位借热带植物生态、进化与保育国
际会议之机，倡议各位科学家不断深入
揭示热带地区生物与环境自然规律，积
极合作、信息共享，通过实际行动切实地
保护热带地区自然环境与生物多样性，
带动更多的民众参与生物多样性保育，
逐步改善我们生存环境质量、提高人类
福祉。

全球热带地区40余单位
在琼倡议建“保育联盟”

本报海口5月12日讯 （记者刘操 通讯员
王剑）今天是我国第七个“防灾减灾日”，一场社
区防灾减灾综合演练活动在海口市琼山区凤翔
社区举行。

省民政厅救灾处负责人表示，台风是海南常
见的自然灾害，去年超强台风“威马逊”和强台风

“海鸥”对我省造成了严重影响，为了增强居民防
灾意识和提高居民自救能力，特在社区进行防台
风演练。演练分为4个场景，接收台风预警通知、
部署台风工作，转移危房和低洼地带的居民，安置
转移居民。

据介绍，省减灾委近期已经下发通知，要求
各市县、各有关部门要向社会公众尤其是中小学
生、农民工、工矿企业职工等普及逃生避险基本
技能，提升紧急情况下自救互救能力，最大限度
减少损失。

我省举行社区
防灾减灾综合演练

本报那大5月12日电（记者易宗
平 特约记者谢振安 通讯员黎彩青）种
的瓜菜长虫了应该怎么办？如今，儋州
市那大镇西田、西芬、大坡江等村农民，
第一时间用手机拍摄图片发一个微信，
很快就有高手指点迷津。这是中国热带
农业科学院专家主导开通的“热带农业
科技服务微信平台”。

“我们不仅为农民开通微信平台，还
通过开发的12316短信服务平台，向那
大镇农民发布优良品种、种植管理技术、
病虫害防治等信息，并定期深入田间地
头查看指导。”今天，中国热带农业科学
院研究员李玉萍说。

包括李玉萍在内，自2014年7月份
以来，儋州引进了100名党员专家。这
些专家来自于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海
南大学、省农业干部学校，其中教授26
人、副教授19人。他们分成16个团队，

分别联结该市16个镇共100个村小组。
儋州市农委主任陈木兴介绍，该市

积极配合专家们开展工作：发挥乡镇与
专家之间的桥梁作用，诸如与专家学者、
各镇负责人、合作社以及部分村民建立
了通信录和微信群；协助做好科技活动，
协助专家们举办培训，参训农民超过
3000人；做好种苗供应等后勤服务保障
工作，使专家们更加接地气。

据了解，由于市校联动，“百名党员
专家联百村”活动初见成效：一是在专家
指导下因地制宜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比
如专家们对海头镇红坎村等地土质和水
质等抽样检测后，发现非常适合种植柠
檬，于是引导村民们种植柠檬 100多
亩。二是从传播手段上刷新村民致富意
识。多个镇建立了专家微信群，使村民
们经常与专家联络请教，涌现了一批科
技示范户、示范村，比如南丰镇角要村的

黄亚强带领农民种植柚子3000多亩，东
成镇抱舍村的何云带领农户种植瓜菜
3000多亩。三是专家们深入调研后，协
助制定“一村一品”特色产业发展规划，
为农民今后增收致富指明了方向。

“百名党员专家联百村”活动下步该
如何走？儋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周廉
芬表示，各镇要实施季报告制度，建立院
校专家与各镇、农户的长期合作机制，实
现“五个一”目标，即为每个村培养一批
农村实用人才，培育一批科技致富示范
户或科技示范基地，帮扶一批农民脱贫
致富，指导成立一批农民专业合作社，提
高一批贫困农民的人均收入水平。

教授指导农业结构调整 专家手把手传授农技

儋州引进百名党员专家服务三农

本报嘉积5月12日电（记者陈蔚
林 通讯员蒋应琼）今天上午，世界华人
志愿者爱心助学“爱·未来公益中国行
——志愿之光恤孤助学”活动走进琼海
市嘉积镇万石小学。

此次活动由海南春光集团春晖实业
公司牵头，世界华人志愿者联合总会主
办，邀请了来自省内外的各界爱心人士亲
临助学现场。

据介绍，今天的活动是世界华人志
愿者联合总会今年举办的第6站爱心助
学活动，为179位贫困学生捐助助学金
共17.9万元。

世界华人志愿者
爱心助学进琼海

➡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专家为儋
州市乡镇相关负责人讲授农技知识。

本报记者 易宗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