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世界献血者日

本报三亚6月14日电（记者黄媛
艳）6月12日上午，三亚组织700余执
法人员，依法拆除位于三亚天涯区妙林
村11栋违法建筑。

妙林村位于三亚市凤凰路段附近，
紧邻全国文明生态村——槟榔村，这里
交通便利，风景优美，平日游客众多。
少数外地投机商盯上了这块“宝地”，使

这里成为近几年来违法建筑的重灾
区。此次拆除的违建深藏于妙林村村
庄内，系外地人出资，本地村民出地联
合建设，占地面积1800平方米，总建筑

面积达7100平方米，于2011年开始建
设，2014年建成并用于经营乡村农家
乐，没有任何报建手续，是典型的违法
建筑。

“6 月 2 日，我们已经对该处酒
店下达过自行搬离通知书，但到今
天为止，酒店方仍然没有组织搬
离。”现场执法的天涯区执法局一
大队三中队队长汪青说，该局的执
法队员对试图进场的村民进行劝
阻时，有个别滋事者在人群后方暴
力 抗 法 ，导 致 4 名 执 法 人 员 受 轻
伤。目前，公安部门已将一名肇事
人员抓获，案件在进一步调查审理
中。

三亚拆除妙林村11栋违法建筑
一名滋事者暴力抗法被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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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6月14日讯（记者单憬
岗 李佳飞 通讯员王亚琴）记者今日从
海口市违法建筑整治办公室获悉，
2015年来，海口全市共拆违32.94万平
方米，控违1295宗，面积21.3万平方
米，打违控违工作取得一定成效。

据了解，今年 1月 1日至 6月 12
日，海口全市共拆违32.94万平方米，
其中框架结构4.02万平方米、砖混结构
4.59万平方米、简易结构24.35万平方
米。秀英区拆除7.49万平方米，其中框
架结构1.54万平方米、砖混结构1.31

万平方米、简易结构4.62万平方米；龙
华区拆除20.76万平方米，其中框架结
构0.94万平方米、砖混结构0.98万平
方米、简易结构18.83万平方米；琼山
区拆除0.75万平方米，其中框架0.57
万平方米、简易结构0.17万平方米；美

兰区拆除4.27万平方米，其中框架结构
1.06万平方米、砖混结构2.26万平方
米、简易结构0.94万平方米。

今年来，海口市的控违工作也取得
初步成效。据悉，今年1月1日至6月
12日，全市共控违1295宗，面积21.3

万平方米。其中，秀英区控违145宗，
面积2.01万平方米；龙华区控违186
宗，面积 5.96 万平方米；琼山区控违
467宗，面积6.73万平方米；美兰区控
违484宗，面积6.45万平方米；桂林洋
控违13宗，面积0.1万平方米。

海口上半年拆违近33万平方米
控违1295宗，面积21.3万平方米

重拳打违违 攻坚三年

本报海口6月 14日讯（记者洪宝
光 通讯员李玮）昨天，我省2015年世
界献血者日志愿宣传活动在省血液中
心启动，我省部分金奖献血者将在海
口、三亚等市县同时进行无偿献血街头
宣传。今年的活动主题为“感谢您挽救
我的生命”。

伴随着世界献血者日志愿宣传活动
启动，我省也同时启动了“献血英雄海南
行”，活动期间，我省部分金奖献血者在
海口、三亚、琼海、儋州等四市县同时进
行无偿献血街头宣传、团体单位知识讲
座及爱心慰问等活动。

据了解，2014 年我省无偿献血
84702 人次，献血总量 136299.5U（1U
等于200毫升）。

“感谢您
挽救我的生命”
我省开展世界献血者日

志愿宣传活动

■ 本报记者 洪宝光

与献血志愿者王裕典的第一次见面
是在一家老爸茶店，他个头不高，但性格
开朗，非常健谈。他是这家茶店的面点
师，自从当上一名献血志愿者后，每个月
都坚持捐献血小板。据了解，16年来，
王裕典捐献过全血8次，机采99次（捐
献血小板），献血总量达159200毫升。

“我之所以走上献血之路，还与报纸
宣传有关。”谈起最初的献血，现年44岁
的王裕典说。1999年，作为厨师的王裕
典，在闲着的时候，经常看报纸、听广播。
多次听说血液供给紧张等情况，而且极少
有人献血，从而萌生献血助人念头。当年
8月18日，在妻子、同事的陪同下，在海府
路海府献血屋第一次无偿献血200毫升，
从此踏出了无偿献血的第一步。

起初，王裕典无偿献血的事只有妻
子一人支持，父母并不支持，还一度误
解“献血”为“卖血”，在几番解释后老一
辈仍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希望孩
子拿健康冒险，依然出言劝阻；直到父
母在报纸上得知儿子成了献血英雄，成
了正能量的代表，态度才有所缓和。

如今，无偿献血早已融入他的日常
生活，成为必做的平常事。他说：“无偿

献血就是一件平常的事，我并不觉得自
己有多高尚，只是想帮助他人。”

一个月一次的献血，并没有影响到
他的生活，反而让他生活得更有热情。
因为献血，也让他找到一群志同道合的
无偿献血“志愿者”，他们时常一起打
球、运动，一起交流献血经验。

这群人有着不同的性格、受过不同
的教育、做着不同的职业、年龄差别也很
大，但是这群人却有着一个共通点：助人
为乐。他们和王裕典一样都是坚持献血
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志愿者，并乐此不疲。

王裕典说：“直到现在，许多人仍认
为献血会影响健康，观念存在误区，我
们这一群人就是在用自己的行动让大
家看清误区。”（本报海口6月14日讯）

面点师王裕典无偿献血16年

涓涓热血 无限真情

6月14日，来自江苏南通的张均在海口明珠广场附近的省血液中心采血大巴上献血。 本报记者 苏建强 摄

最近，儋州粽子彻底“火”了。它不
仅频频见诸报端，强势攻占各种“圈子”，
商场、超市、酒店也处处可见它的影子。
在儋州市政府多种营销模式全力推动
下，儋州粽子的名气越来越大，企业的销
量也水涨船高，正可谓既赚吆喝又吸金。

巧借文化牌
节庆活动掀起儋粽热

儋州粽子历史悠久，风味独特。粽
子在儋州一带流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汉代。北宋时，苏东坡谪居儋耳，创制了
别具风味的“东坡粽”。东坡先生除了用
传统的猪肉为馅，还教当地人包豆粽、干
鱼粽、虾仁粽、鸭蛋粽等，儋州粽子的品
种得以极大丰富，并流传至今。

作为我国古代著名的美食大家，东
坡先生为儋州留下宝贵的文化遗产。千
年之后的儋耳人，也懂得借这种独特的
文化进行宣传，儋州粽子之所以能够在
海南“三大名粽”中占据一席之地，很大
程度上也得益于此。

近两年，儋州市政府越来越重视文
化的力量，巧借“东坡文化”这张牌，推出
了一系列节庆文化活动。为了让传承千
年的儋州粽子落落大方地走出去，2014
年，儋州举办了“品香粽、摘黄皮、农家休
闲游”系列活动，取得良好效果。

今年，儋州一方面从生产原料、生
产标准等方面下功夫，一方面继续举
办粽子文化节，不断打响儋州粽子品
牌。今年 5 月 18 日至 6 月 20 日，以

“品味儋州香粽，感受东坡文化”为主
题的粽子文化推广季活动相继举办，
在省内掀起了一股“儋粽热”。同时，
儋州还适时在报纸、网络、电视上进行

宣传，极大地提高了儋州粽子的知名
度和美誉度。

儋州市粽子行业协会理事长田传明
说，儋州市政府巧借文化牌，将儋州粽子
作为一个地方品牌不遗余力地进行包
装、宣传，统一推向市场，这种营销模式
不仅利于提高品牌辨识度、品牌影响力，
也有利于形成推广的合力。

活用新媒体
线上线下结合促热销
在通讯手段高度发达的年代，互联

网、手机等新兴媒体已成为营销活动中
不可或缺的一股力量，尤其是微信、微博
等交友平台的异军突起，带来了令人惊
叹的“圈子经济”。在儋州粽子的营销过

程中，新媒体立下了汗马功劳。
网站、微博、微信公众平台……在今

年的粽子文化推广季活动中，儋州市不断
借助这些新媒体发布消息，全方位展示儋
州粽子的魅力，不但在省内打响了儋州粽
子的品牌，还实现了省外的大量销售。如
南海网、儋州在线、儋州政务网、掌上海南
等，都成为儋州粽“发声”的平台。

除政府外，各粽子生产企业也各显身
手，利用淘宝网站、微信、微博等平台全力
推广,如“小样美味粽”，经营者林玉珍不
仅专门成立了粽子销售网站，还利用微信
公众号、淘宝网站等招徕客源，其生产的
粽子不仅在岛内走俏，还远销北京、四川、
广州等地。

除了线上营销，儋州还积极组织开
展儋州粽的线下营销活动。6月6日，
2015儋州粽子文化推广季活动在海口
明珠广场启幕，活动当天，不仅现场销售
粽子1000多个，15家企业签下了约70
万个的粽子订单，收获颇丰。

此外，今年儋州还积极培育多个对
接海口、三亚市场的营销伙伴，开启美食

“线上销售+线下体验”的营销新模式。
目前，儋州粽子在海口大润发、家乐福等
超市有10多个销售点，在三亚、五指山、
东方、白沙、昌江等地也有销售点，儋州
粽子正强势抢占全省粽子市场。

据儋州市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盛云介绍，为了扩大儋州
粽子的影响力，今年儋州市政府还投资
在海口、三亚、儋州打造了3个儋州粽
子品牌形象店，进一步提升儋州粽子的
品牌形象。这3个店将于6月15日开
始铺货。

（白竹 谢振安 张琳）

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多种营销模式齐头并进——

儋州粽子赚了吆喝又吸金

海口销售地址：

●海南大润发商业有限公司（国贸店
国兴店 龙昆南店）

●家乐福超市（红城湖店、海府店、国
贸店）

●绿滋肴海南特产超市：海口市国贸
大道24号海涯大厦一楼

●海口骑楼小吃街
●海口国贸玉沙路21号京华城
●海口美兰区振南路美舍苑小区临街

铺面16号玉兔庄
●海口秀英区港丰农贸市场A12号

三亚销售地址：

●三亚市解放二路小吃城
●三亚市商品街麒麟巷

正宗儋州粽
哪里卖？
服务热线：

2383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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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6月14日讯（记者金昌波
通讯员刘京 范蕊）今天下午，由省司法
厅、省普法依法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和
省律师协会举办的“送法进军营、送文化
进军营”走近省军区某部教导大队，向全
体部队官兵赠送了法律学习资料。

活动中，省普治办为省军区某部教导
大队全体官兵赠送了法律学习资料，省司
法文联警官艺术团与省律师协会合唱团
为部队官兵带来了各自精心编排的节目
表演。随后，省司法行政工作者与教导大
队官兵就关心的法律问题进行交流座谈。

省司法厅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活
动是省司法厅“送法进军营”活动的首
站，今后，该厅将借新兵入伍、老兵退伍
的时机，积极开展送法进军营活动，并
向军区部队提供相关的法律服务。

省司法厅举行“送法
进军营”慰问活动

本报保城6月14日电（记者刘袭 通
讯员潘达强）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庆祝
2015年第十个文化遗产日宣传展示活
动”开幕式昨在槟榔谷景区举行。槟榔
谷在6月11日至14日“非遗日”活动期
间，海南本地居民凭身份证，只需购买35
元的观光车票，即可轻松玩透槟榔谷。

古老的八音器乐奏响民族的竺音，
保亭文体局联合槟榔谷以“非遗”黎族
竹木八音器乐共同演奏《快乐的黎家》
等海南民族代表曲乐，独特的乐器造
型、悠扬的民乐旋律，吸引众多游客前
来欣赏。

据悉，槟榔谷景区推出0元门票政策
期间，省内外游客纷至沓来，客流量节节
攀升，精彩的“非遗”文化展示和浓郁的民
俗风情受到八方游客的支持与好评。

槟榔谷“非遗”项目
引游客

◀上接A01版
他们尊荣感增强，事业心责任心增强，学风浓了，工
作信心满满。

三亚城郊法院小额债务法庭是今年3月设立
的，副庭长邢增秀介绍，在分配疑难复杂案件时，庭
领导和资深法官主动承办，给年轻法官一个缓冲期。

“实施司法责任制以前，‘干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
一个样’在各法院不同程度存在。”三亚中院研究室主
任、法官黄学文说，实施司法责任制后，连院长庭长年
底考核都有办案任务硬性指标，激励法官们多办案。

不过，由于改革涉及的法官遴选、惩戒制度、职
业保障等法律和政策尚不明确清晰，接受采访的法
官们也担忧，司法责任制仍然处于“空转”状态，长此
以往势必挫伤法官的工作积极性。

（本报海口6月14日讯）

本报海口6月14日讯（记者许春媚 通讯员陈
建宇）近日，记者从海口市美兰区相关部门获悉，日
前，美兰整合各街道城管夜班力量，试行夜间占道经
营划片管理，将辖区9个街道划为3个片区，每个片
区内的夜班城管队员联合联防队员、公安干警实行
统一集中行动。

据美兰区相关负责人介绍，此前美兰区对市区
占道经营的管理以街道为基本单位。街道城管中队
分上下午班、中晚班两个班次进行市容整治，除去放
假调休的队员，大多数中队能一次性上街巡查的夜
班队员往往不足10人。海口夜间天气凉爽，不少市
民有在户外购物、吃宵夜的习惯，导致夜间占道经营
比白天更难管理。

“美兰决定在日常管理上狠下功夫，使日常管理
的高压整治态势成为一种‘新常态’，”美兰区城管局
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美兰区委区政府经过深入研
究，决定将辖区9个街道划分为3个片区，第一片区
为海府街道、蓝天街道、博爱街道，第二片区为白龙
街道、白沙街道、和平南街道，第三片区为海甸街道、
人民街道、新埠街道。每个片区的夜班城管队员约
20人，再加上联防、公安，人数可达30人以上，彻底
改变了以往夜班城管队员分散在各街道各自为战的
被动局面。

海口美兰区试行
夜间占道经营划片管理

本报三亚6月14日电（记者黄媛艳）记者近日
从三亚市政府常务会上获悉，该市将出台系列渔业
生产、生活措施，加快三亚渔港搬迁工作，7月底有
望完成渔船搬迁和渔业服务企业进驻，并开始关闭
三亚港的日常性渔业功能。

根据《三亚市渔港搬迁总体工作方案》，三亚将
搬迁443艘本港籍渔船和1000余艘外港籍渔船。
该市将奖励渔民搬迁和补贴生产，拟建814套保障
性住房，采取分配限价商品房或提供公租房的方式，
解决搬迁渔民和搬迁企业员工的住房问题。根据崖
州中心渔港渔民子弟入学需求，在港区建设渔民子
弟学校；在港区学校建成、启用之前，按照就近优先
入学的原则，妥善安排渔民子弟入学。

为保证渔业生产的有序，三亚原则上规定，崖州
中心渔港的油、水、电价格和卫生、停车等收费标准
不高于三亚港现行标准；引导渔业合作社或渔业企
业成立专门的渔业销售公司，维护渔船自产自销渔
获物的选择权和正当利润，健全渔获交易市场的竞
争机制，对搬迁渔船安排渔民家属销售渔获，创造便
利条件。

三亚港7月底
有望完成搬迁
拟建814套保障房解决渔民住房问题

资深法官主动办案
年轻法官积极充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