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张婷

小吴是海口非右视觉的一位摄影
师，炎热的气温比不过准新人们对婚
姻的热情。而见证着这幸福瞬间的小
吴往往一拍就是一整天，草地上，沙滩
里，水泥地上都有他的身影。

“无论是本地还是外地的新人们，
来海南一定会去海边拍摄，为找到好
角度，趴着拍，跪着拍都太正常了，还
不能打伞怕遮着光，而这一拍往往就
是好几个小时。那可是被大太阳暴晒
的海滩啊，烧烤估计都能烧熟了。”小
吴笑着说，汗水浸湿衣服就更不用说
了，不过湿了过一会儿也就烤干了。

小吴的手臂上、脖子上黑白分
明，见证着他在烈日下的努力，“前两
天去蜈支洲岛拍摄，戴了一副墨镜，
结果回来直接晒得整个脸就剩两眼
眶是白的，彻底成了熊猫了。”小吴笑
着说，但他还是很热爱这份工作，因
为他觉得记录别人的幸福本身就是
一件很幸福的事，再热再累也值得。

（本报海口6月3日讯）

■ 本报记者 张婷

“您好，有您的快递，请下来取一
下吧。”这已经不知道是今天的第几个
电话了，快递员小王声音都已经有些
嘶哑，抄起旁边的水壶，一口气就喝下
去了半瓶。

“最近热，大家都不愿出门，买东西
都在网上买，我们的快递量特别多，每
天从早送到晚。”今天早上小王6时多就
出门了，到公司接件，再送，一上午都没
有休息。“我们都是拿电动车送，没法
打伞，只能尽量穿多一点，可是长袖又
热，衣服一直就是湿了晒干，晒干了又
湿透了。”小王无奈地摇摇头。

“辛苦就算了，主要是好多顾客当
时不在，希望能按着他们要求的时间
送货，可是我这么多快递要送不可能
都依着他们，很多顾客就不满意，电话
里就生气了，我只能尽量协调，自己累
点多跑几趟也希望顾客能满意吧。”正
说着又有电话打来了，小王骑上电动
车迎着大太阳又风尘仆仆地赶路去
了。 （本报海口6月3日讯）

■ 本报记者 张婷

“太热了，每天换两身衣服，从里
湿到外，一拧都能拧出汗。”林大姐是
金牛岭公园的环卫工人，每天7时30
分她就来到公园，先拔草，然后浇花，
一直要忙到17时30分。

林大姐头上裹着围巾，围巾上戴
着一顶大草帽，长衣长裤下穿着一双
橡胶长靴，手上带着两幅手套，麻布
的在里面，外面的是橡胶材质的，因
为总是种花浇水会弄湿。问她穿这
么多热不热，她笑着答道，太阳太大
了，不穿成这样会被晒坏的。

由于室外工作没有空调，热得
不行了，林大姐就会在树荫下小歇
一会，喝口自己泡的中药茶，2升的
大水瓶，林大姐一天能喝两大瓶。

“没办法，天这么热，人不舒服，
花草更得精心照顾。现在，每天都
得把所有的花草浇一遍，否则都会
给热死的。人热了可以忍一忍，花
可不行。”林大姐说。

（本报海口6月3日讯）

衣服都能拧出汗
时间：9时
地点：海口金牛岭公园

园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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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6月3日讯（记者郭景
水）记者今天从省教育厅获悉：省教育
厅要求各市县和学校，高度重视普通
高考和中考期间防暑降温工作，要高
度认识高温天气防暑降温工作的重要
性，提前安排，把高温天气防暑降温工
作作为考前工作的一件大事抓紧抓
好，为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

省教育厅要求，加强学校教学秩序
和作息时间管理。各地各校要密切关

注天气预报，及时向学校及师生通报。
教师要注意观察学生的身体反应情况，
如有异常，及时通知家长送医院医治。
加强学生户外活动管理，适当调整教学
实践、体育课等活动时间，避免学生长
时间在户外暴晒或剧烈运动。

省教育厅强调，各地各校要组织人
员对降温设施进行检查，如有损坏，要
及时修复，确保正常使用。要确保学生
充足的饮水和饮用水质量，寄宿制学校

要为住校生提供必要的洗漱用水。要
准备必要的防暑药品，以备急用。

省教育厅要求，各地各校要建立
完善防暑降温应急预案，重点完善针
对突发停电、停水后的安全管理措
施。对师生反映强烈的降温设施设备
不能正常使用及其他防暑问题要及时
妥善处理，确保学校安全稳定。各地
各校同时要注意预防雷电及高温后的
防汛防洪、防地质灾害等工作。

本报海口6月 3日讯 （记者梁振
君）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发出的关于加
强节约用电工作的通知强调，各级政
府机关要率先垂范，带头节约用电，
制定机关公用设备科学用电管理制
度，明确责任部门和责任人，确保各
项节电措施落实到位。通知强调提
倡自然通风，严格执行空调室内温度
控制标准，温度设置不低于 26 摄氏
度；机关办公场所4层（含）以下停止

使用电梯。
2015年全省电力需求继续保持快

速增长，预计同比增长12%。受新建电
源点建设滞后等因素影响，我省电力供
应能力明显不足，最大缺口占负荷需求
的20%以上，达到I级特别严重缺电状
态，缺电形势比去年更为严峻。6至8
月，随着夏季高温天气的来临，供需矛
盾将进一步突出。

为营造良好的节约用电氛围，发挥

机关带头表率作用，省政府办公厅要求
党政机关办公场所要充分利用自然光
照明，除因天气原因影响能见度外，白
天关灯办公；会议场所要根据参会人数
和会议时间，合理使用照明灯具；在不
影响安全的情况下，办公场所公共区域
不开启照明灯。

要加强办公设备节电管理。在使
用计算机、打印机、复印机、碎纸机等办
公设备时，要开启“省电模式”，减少设

备待机能耗；严格落实办公设备“人走
电断”关停措施，及时关闭办公设备电
源，杜绝“长明灯”。

各用电企业要结合企业自身生产
特点，科学合理安排生产计划，制定并
严格落实有序用电方案。通过错峰生
产和轮休，争取错峰不减产，最大限度
地降低缺电对生产造成的影响；商场、
宾馆、餐厅、娱乐场所等服务业用电大
户在用电高峰时段要自觉减少用电负

荷，减少使用或停用大功率用电设备和
非必要的照明灯具，提倡结束营业前半
小时关停空调；要加大节电节能技术改
造力度，推广使用节能新技术、新产品，
淘汰高耗电、高耗能的落后技术和产
品。

对于违反节约用电规定的单位
和个人，要进行通报批评，对责令
不改的单位由供电部门按规定停止
供电。

省政府办公厅发文要求加强节约用电

空调温度设置不低于26摄氏度
机关办公场所4层（含）以下停止使用电梯

本报海口6月3日讯（记者洪宝
光 通讯员段晓晖）近期，我省部分地
区持续20余天出现37℃以上的高温
天气。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有关负
责人提醒，广大用人单位需及时采取
防暑降温、发放高温津贴等措施，保障
职工在高温条件下劳动生产过程中的
身体健康和安全。

今天，省人社厅相关负责人表
示，广大用人单位需按照《关于用人
单位实行高温津贴有关问题的通
知》的规定，及时采取防暑降温、发

放高温津贴等措施，做好夏季高温
劳动保护，保障职工在高温条件下
劳动生产过程中的身体健康和安
全。

根据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为高温
作业、高温天气作业的劳动者供给足
够的、符合卫生标准的防暑降温饮料
及必需的药品。不得以发放钱物替代
提供防暑降温饮料。防暑降温饮料不
得充抵高温津贴。

据了解，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
35℃以上（含35℃）高温天气从事室

外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
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以下（不
含33℃）的，应当向劳动者按每人每
天10元的标准发放高温津贴。不得
因发放高温津贴而扣减或降低劳动
者工资。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提醒，如
用人单位未按规定发放高温津贴，劳
动者可向用工所在地县级以上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进行投诉，由县
级以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
法责令改正。

本报海口6月3日讯（记者刘笑非）今天下
午，省减灾委召开了第七次全体会议，在对2014年
全省灾情和减灾救灾工作情况通报的基础上，对今
年我省的减灾工作进行了分析，同时，海南省气象
局在会上总结了今年前期气候概况，并对后期气候
趋势进行了预测。省减灾委主任、副省长何西庆出
席会议并就今年的减灾工作进行了部署。

省气象局在会上分析了今年我省前期主要
灾害性天气及未来汛期预测。据悉，今年影响和
登陆我省的热带气旋均较常年偏少，但强度较常
年略强。总体上看，今年我省汛期气候年景将差
于常年，但好于去年。

针对我省当前旱情，何西庆要求各职能部门
拿出切实有效的行动，解决目前昌江等市县出现
的特旱、大旱灾情。同时，还应提前做好今年防
汛工作预案，并要求有操作性、时效性。何西庆
还指出，今年作为“十二五”计划的收官之年，我
省还应着眼“十三五”发展，谋划好中长期减灾救
灾项目建设，切实做好相关工作。

省减灾委召开第七次全体会议要求

拿出有效行动解决旱情

省人社厅：用人单位需及时发放每人每天10元的高温津贴

克扣高温津贴 劳动者可投诉
■ 本报记者 洪宝光

海口市琼山区迈仍村的凤翔敬
老院负一楼客厅里，一台电视开着，
三个沙发上坐着、躺着4名老人。

92岁的吴瑞胜边扇风，边看电
视。老人觉得呆在客厅里，才最凉
爽。吴瑞胜告诉记者，今年天气比
较炎热，好在敬老院里的老人都居
住在负一楼，虽然房间没有安装空
调，但有风扇，还比较凉快。

走进73岁的王玉英老人房间
里，她正躺在床上，一台台式风扇不
停地吹着。“阿婆，热吗？”敬老院工
作人员周玉英问老人。“不热，有风
扇呢！”王玉英说。老人告诉记者，
去年比较热，好在今年有了风扇，再
也不用担心炎热了。

据老人介绍，今年春节期间，有
爱心人士给敬老院送来7台风扇，
敬老院里的老人每人一台。

据周玉英介绍，目前凤翔敬老
院里有7名老人，考虑到比较炎热
等原因，都将老人安排住在负一楼
里，这里凉爽些。

（本报海口6月3日讯）

各校需适当调整体育课时间

■ 本报记者 郭景水

讲台上，数学老师李开云的蓝
色T恤衫后背已经被汗水湿了一大
片；讲台下，不少同学一边认真听
课，一边手中摇着扇子。

今天 15 时，记者来到省农
垦中学初二（4）班的教室，现场
体验酷暑高温下的课堂。教室
里有六个风扇，但是对于全班
78 名同学，这样的降温措施显
然不够。

坐在教室后门附近的男生何
祺浩不时拿起扇子摇。记者注意
到，像何祺浩这样摇扇子的学生已
过半数，有的同学还购买了电风
扇。巴掌大小的电风扇，使用的是
充电宝电源，高速旋转起来，没有
噪音。“上课的时候可以在教室里
用，晚上可以在寝室用。”女生小文
告诉记者。

不过，记者注意到，尽管气温很
高，但是课堂秩序井然——老师在
讲台上讲得认真，学生在讲台下听
得投入。

（本报海口6月3日讯）

充电电扇上了课桌
时间：15时
地点：省农垦中学

学校

汗水从早流到晚
时间：11时
地点：海口亚洲豪苑小区

为找好角度不怕晒
时间：14时
地点：假日海滩

头顶烈日习以为常
时间：11时20分
地点：海口秀英小街

■ 本报记者 洪宝光

天气炎热，仅站在马路边，汗水
便不停渗出。但环卫工人郑珠等人
似乎没有感觉到热，依然在工作。

郑珠用毛巾将整个脸遮住，烈
日下，带着帽子的她，只露出双眼，
穿着马甲和长袖工作服。每挥一下
扫把，都觉得难受，汗水不停地从额
头冒出，全身都湿透了，但她用毛巾
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继续工作。

约清扫了10米长的街面，她来
到一棵树下，打开随身带的凉水瓶，
饮了几口，然后又投入到工作当中。

“要工作到中午12时，才回去
休息，15时又开始工作。”郑珠说，
从事环卫工作7年来，头顶烈日工
作是常事。

郑珠说，秀英小街人流量较大，
丢垃圾现象比较多，在炎热天气下
工作，这是环卫工人的职责，就是希
望市民能体谅环卫工人的辛苦，少
丢垃圾。

（本报海口6月3日讯）

环卫工

好心人送来风扇
时间：12时30分
地点：凤翔敬老院

温度太高 鞋脱胶了
时间：13时
地点：海口龙昆南路长荣掉头口

交警

■ 本报记者 李关平

6月2日13时，海口龙昆南路
长荣掉头口，温度计显示38.5度，海
口市交警支队龙华大队协警刘恒威
上身警服已经湿透，脸上挂着汗珠，
但是两只手正在做标准的指挥动
作，空不出手擦拭汗水。

“最近温度太高了，早上7时多
执勤，十多分钟衣服就湿透了。”刘
恒威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早上温度
升得快，下午还经常来一场大雨，衣
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分不清雨水
和汗水。“最担心停电，红绿灯路口
需要交警人工指挥，站着原地指挥
不能走动，感觉就像放在‘平底锅’
上烤，快被烤熟了。”刘恒威说。

记者在长荣掉头口看到刘恒威
穿着胶鞋指挥交通，附近路边放着
他的一双皮鞋，鞋头脱胶，鞋底被磨
平。“温度太高了，鞋老是脱胶，用胶
水沾上过两天又脱胶了，太费鞋！”
刘恒威事后对记者说。

（本报海口6月3日讯）

摄影师快递员

◀上接A01版
活动开展以来，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各市
县地税部门积极推荐典型，广大纳税人踊跃自荐
报名参评。

一个网友在参与投票时说，“寻找最美纳税
人”评选活动是海南经济生活领域的一件盛事，
真正能称得上“最美纳税人”的，应该是对海南经
济发展作出卓越贡献，同时又代表新时代纳税人
诚信纳税、无私奉献的良好形象。

活动在经历报名推荐、初选公布、公众投票、
专家评审等阶段后，最终从全省26万户纳税人中
评选出20名“最美纳税人”，涉及房地产、旅游、农
业、银行、商贸、国企、餐饮、IT、酒店、建筑等行业。

“此次活动的目的就是将最美先进典型挖掘
出来，大力宣传并表彰先进纳税单位与个人，展
示我省纳税服务成果，广泛发动群众学习身边的
典型，充分发挥纳税模范的引领和带动作用，在
全社会形成‘依法纳税，纳税光荣、偷税漏税可
耻’的社会风尚和尊重纳税人的良好风气。”海南
省地方税务局有关负责人说。

在此次活动过程中，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利用旗
下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南海网、微博、微信、客户
端等媒体进行全媒体宣传，形成了强大的宣传声
势，与公众形成了强烈的互动，南海网“海南寻找最
美纳税人”专题网络投票持续火爆，而且每天的投
票电话几乎被打爆，网络投票总数已超过300万
张，其中单个候选人网络票数已超过10万张。

在当晚的活动上，除了表彰“最美纳税人”，
海南省直机关文化传播志愿者与海南省地税局
党员干部职工一起，围绕“三个倡导”，以“颂祖
国、唱海南、赞好人”为主题，从国家、社会、个人
三个层面进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宣讲
活动，宣讲机关先进典型和凡人善举，传播正能
量，掀起了“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热潮。

20名海南
“最美纳税人”出炉

◀上接A01版
昌江党员干部发扬“马上就办”精神，掀起抗旱救
灾高潮。

5月29日晚上，乌烈镇峨沟水渠隧道口，镇政
府工作人员头戴照明灯并用绳子绑住腰部，站在
隧道口上用铁耙清理漂浮在水中的杂草、垃圾，有
的工作人员甚至冒着被蛇咬、被冲走的危险下到
水中捞取漂浮物，保证沟渠水路畅通。5月31日
下午，昌城支渠发生11米左右的崩塌，乌烈镇、村
干部群众100多人立刻抢修，经过近9小时的奋
战，到晚上12点左右，支渠修复，确保水流顺利输
送到下游。

昌江各乡镇、各部门投入500多人次，共清理
主干渠28公里，修补支干渠75公里、支斗渠200
多公里。

6月2日，记者在靛村看到该村党支部副书记
朱壁元时，他正忙着协调村民放水灌溉农田。他
告诉记者，原先干涸的靛村水陂开始蓄水了，但目
前水位太低，不能进入左右渠，他们使用柴油抽水
机将水抽到水渠，并雇人24小时轮班分片区给村
民稻田供水，避免村民一拥而上，让水资源得到充
分利用。从5月30日以来，这名基层党员已经自
掏腰包，垫付柴油费、人工费2000多元。他说，目
前最重要的是抢救还没枯死的水稻，顾不上别的。

昌江黎族自治县县长林安表示，必须加大管
理力度，充分整合资源，优化水资源配置，提高综
合用水的科学性。

据悉，昌江各乡镇、各部门深入联系点了解旱
情，帮助村民开展抗旱救灾工作。昌江县财政已
经向各乡镇、红林农场紧急调拨第一批抗旱资金
200多万元，全县共投入抽水机130多部；县民政
局已调拨旱灾受灾补贴200万元；气象部门已实
施人工降雨。

烈日下，渠水淙淙，正流入田野，也慢慢流进
老百姓的心坎里。 （本报石碌6月3日电）

汩汩暖流润心田

敬老院

6月2日下午，海口海甸岛某工地，建筑工人头顶烈日加紧施工。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根据中央统一部署，省委宣传部、省文
体厅、省记协自即日起，受理新闻敲诈和假
新闻的案件线索举报。我们郑重承诺：严守
保密规定，对重要线索一查到底，定期通报
受理查处情况。

举报电话：12318（省文化市场行政执法
总队）、66810531（省记协），举报邮箱：hnx-
wjb@163.com。

省委宣传部 省文体厅 省记协
2014年5月24日

公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