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陆
地
方
面

其
中

17日
受台风“塔拉斯”外围季
风环流影响，北部、中部
和东部地区有小到中雨，
局地大雨，西部和南部地
区有小阵雨。

18日～23日
受南海辐合带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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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海面风力6级
雷雨时阵风7～8级
北部湾海面和海南岛四周海面
风力5级
雷雨时阵风7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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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美好新海南
2017年互联网+城市推介大型主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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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旅游警察
LOGO开始征集
一等奖可获8000元奖励

本报海口7月17日讯（见习记
者曾毓慧 特约记者黄培岳 通讯员张
天坤）为宣传海口旅游警察，展示美好
新海口旅游城市形象，今天，海口市公
安局旅游警察支队LOGO征集大赛
启动，一等奖可获8000元奖励。

本次 LOGO大赛征集时间为 7
月17日至8月17日。征集作品要融
入警察及海口市标志性旅游景点、建
筑等特色元素，要求要求主题突出、
创意新颖、简洁明了、富有寓意。

海口市公安局旅游警察支队
LOGO征集大赛设立的奖项分两类，
专业类和人气类。专业类为专家评委
打分评选，人气类由网络投票评选，两
类奖项互不冲突，可同时获奖。专业
类设立一、二、三等奖各1名，一等奖
奖金8000元。有意参赛者可登录活
动微网http：//hkslyjc.lzhan.com进
行投稿。

此次大赛由海口市公安局、海口
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主办。

女性服刑人员
职业推介会举办
10家企业提供岗位

本报海口7月17日讯（记者金
昌波）今天下午，由省监狱管理局和海
口市妇联主办的海南省首期女性服刑
人员创业培训班结业典礼暨职业推介
会在海口举行，参加创业培训的60名
女性服刑人员和即将刑满释放的100
多名女性服刑人员参加活动。

据了解，由于受教育程度低、缺乏
专业技能，女性刑释人员一直是就业
人群中的困难群体。今年5月，省监
狱管理局、海口市妇联决定委托专业
的职业技能培训中心，免费为女性服
刑人员举办创业培训班。

此次推介会，省监狱管理局和海口
市妇联专门邀请了10家社会爱心企业
走进“高墙”，为女性服刑人员提供岗
位。现场，女性服刑人员认真与用人企
业交流，踊跃向企业工作人员介绍、展
示自己的优势和技能，最终，多名应聘
者当场与企业签订了就业意向协议。

本报海口7月17日讯（记者罗孝
平）7月16日起，“发现美好新海南”
2017年互联网+城市推介大型主题
采访活动正式启动，来自全国50余
家重点新闻网站、新闻客户端、知名
自媒体编辑记者首站来到海口，对海
航大英山CBD的发展速度、演丰互
联网小镇创新举措，以及演丰的乡村
主题民宿发展成果等赞不绝口。

17日当天，采访团一行先后到海
口双子塔的项目现场、海口城市“心

脏”——大英山CBD、海口演丰互联
网小镇、海口演丰镇瑶城新型农村社
区、演丰乡村主题民宿点，以及素有

“绿色氧吧”之称的东寨港等地进行
了参观、采访。

当采访团来到海口新一代“地
标”海口双子塔的项目现场，“围观”
了海口这座滨江滨海花园城市向天
际线“起跑”的过程之后，被这处正在
孕育中的“海南第一高楼”的未来聚
集效应深深地吸引着。

每日甘肃网记者安东说：“这么
高的楼，建设及交付使用仅三五年，
这体现了海南速度、特区精神。”

大洋网编辑王念在参观海航大
英山CBD时感慨道：“CBD的生活配
套设施的建设很齐全、交通便利、绿
化覆盖率高，整个片区规划很有前瞻
性，十分宜居。”

在演丰互联网小镇参观采访时，
网媒编辑记者们对演丰创新创业服
务中心引入“中关村模式”，采用“线
上+线下”的方式，以创业企业共性
需求为核心，为入驻企业提供工商
注册、补贴申请、政策兑现、物业管
理、休闲娱乐等全方位服务的创新
发展举措竖起了大拇指。“这种创新

发展理念将吸引大批企业及人才入
驻，在不远的将来，演丰的发展前景
应该是无可限量的。”北青网副总裁
赞许道。

据了解，7月17日一22日，来自
全国50余家重点新闻网站、新闻客
户端的编辑记者及摄影家们，将先后
深入到海口、文昌、琼海、万宁、保亭、
三亚等市县亲身体验海南各地不同
的美丽风景、风土民情，并实地感受

“经济繁荣、社会文明、生态宜居、人
民幸福”的美好新海南。大咖们将通
过亲身感受实地体验，并充分利用互
联网+的优势，去发现、记录、传播 海
南之美，为美好新海南建设贡献互联
网+媒体力量。

本报三亚7月17日电（见习记者
陈奕霖）连续数日，三亚市吉阳区棚改
动作不断。该区临春棚改片区安置区
开始拆迁，以腾出土地，加快安置区建
设；月川棚改片区计划拆除迎宾路24
间临街铺面，由外向内逐步推进棚改
工作；抱坡棚改片区拆除既在棚改范
围内，也在该市三环路征地范围内的
5栋房屋，为重点项目清障。

目前，月川棚改项目已拆除房
屋106栋，总面积约10.6万平方米；

临春棚改项目已拆除房屋49栋，总
面积2.8万余平方米；抱坡棚改项目
已拆除房屋5栋，总面积2710平方
米。目前，3个棚户区共计棚改拆迁
13.671万平方米。

7月15日上午，临春棚改片区安
置区外围拉起了警戒线，在现场工作
人员的指挥下，两台炮机挥舞机械
臂，对安置区内的房屋进行拆除。当
日，临春棚改片区计划拆除安置区房
屋19栋，其他区域房屋12栋。

临春棚改办相关负责人透露，安
置区面积约 240 亩，有近 650 栋房
屋，是临春棚改片区建筑最密集、房
屋数量最多的地区，棚改工作任务
重、难度大。然而，只有尽快清理房
屋，才能尽快开始建设，让群众尽早
搬入新家。

月川棚改工作同样取得进展。7
月14日，经过棚改工作人员多次与
各业主和租户进行沟通，取得他们的
理解后，吉阳区城管局集中力量，出

动4台炮机，开始拆除迎宾路月川段
的24间临街铺面。

吉阳区有关负责人介绍，这24
间商铺建于1997年，是位于城市主
干道上的“黄金铺面”，但房屋低矮陈
旧，规划杂乱滞后，由外向内逐步拆
迁，利于棚改工作深入推进。

同样进入拆迁模式的还有抱坡
棚改项目。7月14日，该项目5栋既
处于棚改范围内，也在三亚市三环路
征地范围内的房屋，被予以拆除。

30个农贸市场
完成升级改造

本报三亚7月17日电（记者袁
宇）“新菜市场宽敞明亮，环境卫生甚
至比家里还要干净。”今天，三亚市市
民陈新林来到升级改造后的南滨农
贸市场买菜，市场的“高颜值”让陈新
林惊叹。从“脏乱差”到“令人惊艳”，
三亚南滨农贸市场用了10个月时间
进行升级改造。目前，三亚市农贸市
场已升级改造完成30个。

南滨农贸市场建于上世纪90
年代，既无“三废”处理，也给“四害”
留下滋生环境。三亚南滨农贸市场
相关负责人介绍，去年7月，三亚投
入1500多万元，推进南滨农贸市场
升级改造，打造现代化农贸市场商
业综合体，建设市场及周边商铺配
套营业面积近6000多平方米。

改造后的市场在门口设有非机
动车专用停车位，市场内按照统一标
准，按照鲜、活、生、熟、干、湿等商品
分类归区。值得一提的是，南滨农贸
市场还设立了专门的保洁小组。

据悉，为促进农贸市场行业健
康发展，三亚于2016年底启动了该
市31家农贸市场升级改造工程，投
入资金超过8000万元。截至目前，
该市已有30个农贸市场完成升级改
造，采取拆除重建方式进行改造的南
岛农贸市场将于7月20日完工。

本报三亚7月17日电（记者黄
媛艳）为营造良好旅游环境，全面推
进全域旅游建设，三亚加快全市16
条旅游道路的绿化彩化和美化工作，
目前多条道路已进场施工，力争在年
内完成以绕城高速为骨干的多条城
市道路的改造，将旅游道路打造成旅
游景观路。

正在施工的301医院海南分院

——蜈支洲岛码头路段，记者今天看
到，道路两侧一改往日杂草丛生、尘
土乱堆的景象，该路段投资1.1亿元，
有望在今年9月前完工。目前，三亚
启动的城市道路绿化彩化和美化一
期工程还包括海棠湾海岸大道、海棠
湾湾坡路——江林路、海棠湾龙海
路、海榆东线海棠湾至亚龙湾段、亚
龙湾连接线、鹿岭路、南边海路、新城

西路、新城东路、机场路、海虹路、御
海路、三环路凤凰机场段、凤凰路、水
蛟路等15条道路，三环路凤凰机场
段、凤凰路、水蛟路等道路已全面进
场施工，其余道路正抓紧进行前期或
进场清表工作。

在此次道路绿化彩化和美化中，
三亚坚持把旅游道路当景观大道建
设，注重道路绿化层次及色彩，道路

提升与彩化美化相结合，突出植株的
彩化、美化功能，做到建一条，绿一
线，美一路。

三亚市主要负责人表示，三亚高
度重视全域旅游中“线”的打造，以
绕城高速为骨干，将与其连接的几
十条街道、乡村道路等进行绿化彩
化和美化改造，将其逐一打造成旅
游景观路。

为安置区建设腾地、为棚改打开口子、为重点项目清障

吉阳区棚改拆迁13.6万平方米

三亚为16条旅游道路“美容”

聚焦海口最新发展成果

全国50余家重点网媒“看”海口

本报海口7月17日讯（记者王
玉洁 实习生吴宛曼）今天上午，由省
总工会、省教育厅、海南广播电视大学
联合实施的2017年海南省农民工“求
学圆梦行动”在海口正式启动，计划帮
助2000名农民工提升学历和技术技
能水平，符合要求的农民工有机会免
费到海南广播电视大学读书，学习一
技之长。自即日起至8月10日，招生
工作已全面启动，符合要求的农民工
可到基层工会或海南广播电视大学等
地报名。

记者了解到，今年海南电大将招
收1000名初中及初中以上学历、在
我省各级工会登记入会的农民工参
加自学考试专科，招生专业有国际旅
游管理、园艺、工业电气自动化技术、
烹饪工艺、酒店管理、乡村管理、畜牧
兽医、电子商务、会计、计算机及应
用、汽车运用技术等11个专业，顺利
毕业后可获得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
科毕业证书。

此外，海南电大还通过开放教育
专科模式，重点在海口、文昌、琼海、三

亚、五指山、儋州、东方、屯昌等市县重
点招收1000人，具有高中学历、农村
户口进城务工人员有机会学到行政管
理、学前教育、工商管理、物业管理、乡
村旅游开发与管理、旅游（酒店管理方
向）、旅游（旅游管理方向）等专业，顺
利毕业后可获得专业学历证书。

据悉，通过上述两种模式顺利毕
业的学员还可通过学习获得职业技能
证书。职业技能培训的内容十分全
面，不仅开展种养殖、电子商务等致富
技能培训，在建筑、家政、养老等行业

开展岗位技能培训，还开展转岗培训、
技能储备培训等。

根据安排，报名成功的农民工可
在全省范围内选择距工作地最近的海
南电大海口本部，文昌、琼海、三亚、五
指山、儋州、屯昌、东方等分校（学院）
以及市县、产业、基层等工会组织的学
习培训中心进行学习，并选择最近的
考试点进行考试。

“农民工学员还可以通过手机学
习国家开放大学网络课程。”省总工会
有关负责人介绍，为更好更全面地提

升海南农民工学历与能力，助力脱贫
攻坚，省总工会整合社会资源，不断创
新工作方法，建立信息化服务平台，为
学员建立学习档案，让农民工接受完
善的职业教育。

该负责人介绍，自“求学圆梦行
动”2014年开展以来，共免费资助了
1300名农民工圆了大学梦。未来5
年，海南将继续实施学历和技能双证
毕业行动计划，计划资助1万名农民
工接受学历继续教育。具体信息可登
录海南省总工会官网查询。

我省2000名农民工可免费读大学
从即日起至8月10日接受报名 毕业后可获“双证”

关注三亚“双修”升级版

房产中介伪造认购书
骗取差价
省住建厅开出4万元罚单

本报海口7月17日讯（记者孙慧）海口市民
张明（化名）买二手房，遇到了不少堵心事，房产中
介不仅伪造他的认购书欺骗业主，而且还隐瞒了
房产证和缴纳契税未满两年信息，近日张明向相
关部门举报该中介人员。经调查，住建部门以隐
瞒信息诱骗消费者交易为依据，对该中介公司及
其中介人员进行了处理，并要求该公司进行整改。

今年4月份，海口市民张明看中一套二手房
源，通过与发布该房源的海口市世华中鑫房地产代
理有限公司房地产经纪人邓某联系后，要求实地查
看房源。查看了房源后，张明表达出想购买意愿。

双方商谈后，该公司业务经理王某要求张明
先支付2万元作为房屋购买保证金，并签订了房
屋认购书，以125万元售价去与业主商量房屋购
买事宜。

后来，张明在与王某商谈房屋购买过程中，发
现在缴纳契税服务费等事宜上不能与之达成一
致，决定放弃购买该房源，要求退还2万元保证
金。王某以保证金已缴纳给业主为由不予退还，
并拒绝提供业主联系方式。

张明与业主陈某取得了联系，陈某告知张明此
前世华公司中介已经带着一名自称张明的男子，前
来商谈购买房屋，并提供了一张房屋认购书。张明
从陈某提供的房屋认购书上发现有自己的伪造签
名，并且伪造房屋售价为118.3万元。张明意识到
自己被骗，于是向公安机关以及住建部门举报。

经公安、住建部门调查后，查清王某与张明
商谈时，以公司名义与张明签订《认购确认书》，
确认张明以125万元购买该房屋。之后，王某又
伪造虚假的《认购确认书》，伪造该房屋销售价格
为118.3万元发给业主陈某。在与陈某沟通后，
王某又承诺陈某该房屋以120万出售给张明。

调查确认之后，省住建厅以违反《房地产经纪
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对王某处以罚款1万元整，
并将王某违法行为计入信用档案，此外，省住建厅
责令世华公司在3个月内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
记入信用档案。整改期间，取消世华公司商品房
交易合同网上签约资格，并对该公司处罚3万元。

7月14日，琼海市嘉积镇嘉囊社区的大众书屋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读书看报。
书屋是80岁老党员王国民自费创办的，免费向群众开放。书屋共有各类图书3000多册，

还有当天的《人民日报》《海南日报》《参考消息》等10多种报纸。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八旬老党员自办免费书屋

台风“塔拉斯”登陆越南
本周我省多阵性降水

本报海口7月17日讯（记者叶媛媛 通讯员
符晓虹 翁小芳）记者今天上午从省气象台了解
到，今年第四号台风“塔拉斯”（强热带风暴级）已
于今日2时10分前后在越南北部沿海地区登陆，
预计，“塔拉斯”中心将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对我
省影响基本结束。同时，省气象局于7月17日6
时解除台风四级预警和暴雨四级预警。

据省气象台监测，受“塔拉斯”影响，16日8
时～17日8时，海南岛中部和南部地区普降大到
暴雨、局地大暴雨，最大雨量为保亭响水镇221.8
毫米，北部和东部地区出现了中到大雨、局地暴
雨，西部地区出现了小到中雨。14日 20时～17
日8时，全岛共有52个乡镇过程累积雨量超过
100毫米。另外，海南岛北部、东部和南部沿
海陆地普遍测得8级～10级阵风。

记者今日从省气象台了解到，预计本周我省
多阵性降水，由于南海辐合带活跃，后期天气仍
需重点关注辐合带内对流云团发展情况。

临高110名大学生
走村进户宣传禁毒

本报临城7月17日电（记者罗安明 特约记
者吴孝俊）“利用暑假走进农家开展禁毒宣传，不
仅能让自己得到锻炼，还能为家乡禁毒工作出力，
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今天上午，临高县和舍镇
罗爷村大学生志愿者王一凤参加“大学生禁毒志
愿者走进千家万户”动员大会后说。

今天上午，临高县召开“青春助力禁毒大会
战”暨“大学生禁毒志愿者走进千家万户”动员大
会，动员部署大学生志愿者走进乡村开展禁毒宣
传帮教活动，现场向新招募的110名志愿者发放
志愿者服装和禁毒知识手册。

据悉，团临高县委于6月底面向全县返乡大
学生招募禁毒志愿者110名。18日起，团县委将
在每个镇（农场）安排10名志愿者深入各村开展
为期一个月的禁毒宣传、帮教、扶贫等方面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