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25日，一名工人正在给13个月龄的奶牛投饲料。
近日，海南福瑞喜牧业科技公司雪古丽生态循环牧场从澳大利亚引进499头娟珊牛落户昌江黎族自治县扶贫生态奶业

基地。该基地计划总投资约1.2亿元，计划打造成为生态智慧观光共享牧场，将扶贫与产业发展相结合。目前基地与昌江5
个乡镇447户贫困户签订了帮扶协议，将在产业发展与就业上给予扶持。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杨耀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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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26年，我等他回家的时候多，
我总想，等他忙完工作就回来了，没想
到，他再也回不来了……”2016年3月5
日，是儋州市公安局西华派出所原所长
朱国茂遗孀邱少英刻骨铭心的日子。

那一天，她生命里最重要的人骤
然离世，留给作为妻子的无尽哀痛，还
有作为警嫂的无上荣光。过去的26
年里，朱国茂用一个男人的肩膀，担负
着她和孩子的生活，也担负着作为警

察的责任。
邱少英说，那个常常凌晨两三点

才回家，很少帮她拎过菜篮子的男人，
“更像是和一身警服成了家”。派出所
离家不过一百多米路，步行只需两分
多钟，可他按点回家吃饭的次数少之
又少。儿子快出生时，朱国茂执行紧
急任务，邱少英在医院住了三天院都
没见着他人影，最后还是手术单上需
要他签字时才找他同事帮忙找到他。

朱国茂“不管”家，不是一次两
次。因秉公执法得罪不少人，曾有不
法分子威胁要伤害他的妻子和儿子。

邱少英央求了许久，他才同意把儿子
送到外地读书，由于不能24小时在
家，对于妻子的安全考虑，他把从部队
退伍时带回来的背包绳拴在二楼阳台
上，“要是有坏人来家里闹事，你就顺
着这根绳子滑下楼跑开。”

尽管丈夫在家里长期“缺席”，但
邱少英知道，丈夫是深爱家人的。

“每当在家泡好茶，他总要先倒给
我。”想起往事，邱少英泪水直流，“平
时，他会拉着我的手入睡，我任由他拉
着，不敢动，怕惊醒了他，他工作太累
了，我爱他，也爱他身上的警服。”

邱少英回忆，有一年，她大姐突发重
疾，朱国茂打电话让邱少英赶过去时，还
不忘提醒她把家里的现金和存折全部带
上。最终，大姐没能抢救过来，回家的车
子开到半路，平日里的硬汉朱国茂突然
把车停在路边，在方向盘上放声大哭……

“他总说，警察就该多受累，警察
受累，老百姓就有平安……这么多年
里，我支持他工作，从不埋怨，每当我
回到家，哪怕只是看到他换下的衣服，
看到他日常用的东西，就算我煮好的
饭菜热了又凉、凉了又热，心里也感到
特别踏实。”邱少英说。

她原谅了他还没有好好道别就离
开了，甚至没能给她和儿子留下一句
遗言。今年3月，她代丈夫到北京参
加全国公安系统“情满万家·公安派出
所好民警”颁奖典礼，典礼结束后，她
立刻拍下奖杯发在了微博上：“另一个
世界的你，知道吗？”

她希望他能知道，她相信他会知
道的。邱少英说：“那么多的亲友、同
事来送他，他也一定能看得到。他始
终相信，做人做事就是这样，你把真心
掏给别人，就能换回别人的真情。”

（本报海口8月25日讯）

尽管朱国茂常常“缺席”家里，但妻子邱少英坚持默默支持他工作，从不埋怨——

“我爱他，也爱他身上的警服”

本报海口8月25日讯（记者罗
霞）由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的《海
南省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以下简称《应急预案》），将食品安全
突发事件分为四级，并设定相对应的
应急响应等级，要求根据不同的响应
等级实施相应报告和处置工作。

食品安全突发事件是指食物中
毒、食源性疾病、食品污染等源于食
品，对人体健康有危害或者可能有危
害的突发事件，以及食品安全舆情事

件。按照事件的严重程度，食品安全
突发事件分为特别重大、重大、较大
和一般四级，分别用Ⅰ级、Ⅱ级、Ⅲ
级、Ⅳ级对应表示。与此相对应，应
急响应设定为Ⅰ级、Ⅱ级、Ⅲ级和Ⅳ
级四个等级。

《应急预案》明确了Ⅰ级、Ⅱ级、
Ⅲ级、Ⅳ级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的认
定。初判为Ⅰ级食品安全突发事件
的，由省政府报请国务院启动Ⅰ级应
急响应；初判为Ⅱ级食品安全突发事

件的，由省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报
请省政府启动Ⅱ级应急响应；初判为
Ⅲ级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的，由事发地
市县政府启动Ⅲ级应急响应；初判为
Ⅳ级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的，由事发地
市县政府启动Ⅳ级应急响应。

《应急预案》指出，任何单位和个
人不得对食品安全突发事件隐瞒、谎
报、缓报，不得隐匿、伪造、毁灭有关
证据。初判为特别重大或重大食品
安全突发事件的，有关市县政府、省

食品药品监管局要采取一切措施尽
快掌握情况，力争30分钟内向省政
府电话报告、1小时内书面报告，省应
急办、省食品药品监管局应立即分别
向国务院应急办、国家食品药品监管
总局报告。发生一般级别（含）以上
的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后，事发地市县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应当立即核实有
关情况，并在初步核实情况后2小时
内报告事发地市县政府和省食品药
品监管局。

海南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出台

重大食品安全突发事件要在30分钟内上报

Ⅳ级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包
括：（1）存在健康损害的污染食
品，已造成严重健康损害后果
的；（2）1起食物中毒事件中毒
人数在30 人（含）以上、99 人
（含）以下，且未出现死亡病例
的；（3）在市县级行政区域范围
内已经或可能造成一般危害或
一般不良影响，经评估认为应
当在县级层面采取应急措施应
对的食品安全舆情事件；（4）市
县政府认定的其他Ⅳ级食品安
全突发事件。

省住建厅
抽查41个在建项目
15个项目涉嫌违法违规被通报

本报海口8月25日讯（记者孙慧 通讯员成
和军）记者今天从省住建厅获悉，省住建厅近日公
开通报了上半年对全省施工工程质量安全提升行
动和建筑市场行为检查结果，此次共下发了41份
整改通知书、16份执法建议书，15个项目涉嫌违
法违规内容被通报。

此次共抽查在建项目41个，其中棚改房（保
障性住房）项目5个、商品住宅项目26个、公共建
筑项目10个，工程总建筑面积297.8万平方米，共
发出整改通知书41份，涉及建设单位40家、施工
单位40家、监理单位39家。共发出执法建议书
16份，涉及项目15个、涉嫌违规单位22个。共提
出整改意见673条，其中质量意见198条、安全意
见266条、勘察设计209条。

检查结果表明，部分在建项目各方责任主体
能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要求和我省的行动方案
部署，积极启动工程质量安全提升行动，努力提高
项目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管理水平。但也有部分
项目相关责任主体对工程质量安全提升行动重视
程度不够，项目在工程质量、施工安全、建筑市场
行为及勘察设计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有
些问题是不同项目均存在的通病。

通过此次公开通报，省住建厅要求在建项
目各方责任主体以本次工程质量安全提升行
动和建筑市场行为检查为契机，对照查找自身
存在的问题，完善相关责任制度，建立长效机
制，全面落实各方主体质量安全责任。各市县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加强监管，加大力度治理和
惩处各种违规行为。今年11月，省住建厅将继
续开展全省下半年的检查，重点检查上半年检
查发现的问题。

第二届三亚MICE采购大会
落幕
收获意向成交额4亿多元

本报三亚8月25日电（记者林诗婷 见习记
者徐慧玲）今天15时30分许，随着闭市锣声敲
响，2017年第二届三亚国际MICE采购大会顺利
落下帷幕。此次大会吸引了来自波兰、马来西亚、
新加坡、日本等国家及国内的130余位买家，大会
给买家提供深入了解三亚会议奖励旅游资源和产
品平台，促进买家与当地会议酒店及会奖旅游企
业合作，共收获意向成交额4.286亿元。

活动当日，大会组委会打造开放式畅谈合作
环境，130余位国内外买家与三亚会议酒店及会
奖旅游企业方进行“一对一”“面对面”沟通，卖家
通过宣传手册、视频资料、现场答疑等多种方式，
倾力展示三亚丰富的会议奖励旅游资源和产品。
截至今天15时30分，本届采购大会共收揽意向
成交额4.286亿元，其中，意向成交金额超过800
万元以上的企业有16家，单个企业最高意向签约
金额为6500万元。

此外，大会组委会还邀请了国内顶级会奖活
动公司、全国性一类行业协会主要负责人担任三
亚会奖顾问，双方签署合作框架协议，推动长效合
作与发展。

三亚市旅游委副主任郑聪辉表示，三亚市将
多措并举推动会奖旅游等相关产业走向国际化，
并努力把三亚国际MICE采购大会打造成知名品
牌，推动会奖产品的体验式合作与交流，助推旅游
产业转型升级。

海口开展系列活动
宣传首个“残疾预防日”

本报海口8月25日讯（记者丁
平 通讯员翁美玲）今天是全国第一个

“残疾预防日”，主题是“推进残疾预
防，建设健康中国”。今天上午，全国
第一个“残疾预防日”海口宣传系列活
动启动仪式在海口市日月广场举行。

在现场，残障人士与海口市民在
志愿者引领下，参观了海口残疾预防
图片展。海口市民高凌说：“残疾风险
伴随每个人，残疾预防与个人健康、家
庭幸福、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息息相关，
采取适当措施可以有效预防多数残
疾的发生。”

据悉，本次活动启动后，我省各地
将组织城区医疗卫生专业机构及医
生，依托自身资源，本着就近原则，开
展孕前和孕产期保健、产前筛查、产前
以及新儿疾病筛查，开展传染病、地方
病、慢性病、精神病等防控知识进社
区、进家庭宣传活动。

省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符永表
示，认真组织开展好“残疾预防日”宣
传教育活动，对增进全社会残疾预防
意识，推动残疾预防与残障人士康复
事业加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报延安8月25日电（记者计思佳）8月20
日至25日，省记协组织全省23家媒体共32名青
年记者赴延安开展理想信念培训采访活动，重温
革命历史，从延安精神中汲取力量。

在为期6天的培训活动中，培训团一行参观
了延安的主要革命旧址，缅怀革命英烈，接受爱国
主义教育。在宝塔山上，大家重温入党誓言；在延
安革命纪念馆，了解党中央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
领导革命的光辉历史；在南泥湾大生产运动纪念
馆，学习南泥湾精神的具体内涵；在清凉山下的

“延安新闻纪念馆”，通过泛黄的照片和报纸，老旧
的印刷机和广播设备，感悟老一辈的新闻工作者
如何克服重重困难，在窑洞里把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传播到全国。

8月24日下午，培训团举行了座谈会。会
上，多位记者畅谈了此次延安之行的学习感悟，表
示将会牢记新闻人的职责使命，坚定理想信念，在
新闻工作中不断践行延安精神。

省记协秘书长陈绵福表示，组织青年记者到
延安进行理想信念培训，是海南新闻界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具体行动，也是开
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重要内容。通过学习参观
活动，大家在历史的比较和现实的感悟中，思想上
得到了提升，心灵上得到了洗礼，达到了本次活动
的预期效果。

省记协组织青年记者赴延安开展
理想信念培训活动
在新闻工作中践行延安精神

培训团成员参观延安“四八”革命烈士陵园。
通讯员 吴涛 摄

临高教育基金会安排
137万元奖优助学

本报临城8月25日电（记者罗
安明 通讯员王海洪）今天，2017年临
高县奖优助学大会召开，临高县教育
基金会安排137.08万元奖励优秀学
生和资助困难学生。

在今天召开的2017年临高县奖
优助学大会上，临高县教育基金会安
排18.4万元奖励66名高中、初中及小
学优秀毕业生等学生。与此同时，临
高县教育基金会安排118.68万元，资
助626名困难学生；海南文芳职能农
旅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家香资助3
名贫困大学生和2名贫困高中生；海
南食乐健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资助
122名贫困大学新生。

“爱心汇聚成一股股暖流，近年来
借助于教育基金会这个平台，临高捐
资助学的氛围越来越浓，一批批贫困
学生得到资助，顺利完成了学业。”临
高县委书记李江华说，临高县委、县政
府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位置，各
级各部门要主动为教育事业排忧解
难，推动临高教育再上新台阶。

据了解，临高县教育基金会2005
年经省民政厅批准成立，截至2016年
底，共有41万人次向该基金会捐款，
累计捐款5368.4076万元，已资助贫
困学生7567人次。

本报八所8月25日电（记者罗
安明 通讯员符才丽）8月24日，东
方市收到国家海洋督察组移交的关
于“东方市海东方小区外的沙滩小
摊多、海滩垃圾多，污染严重”的群
众信访投诉件。接件后，东方市海

洋与渔业局等部门快查快办，全面
整治沙滩环境问题。

24日晚，东方市海洋与渔业监
察大队联合东方市城镇综合行政执
法局、食药监局对海东方小区一带
海滩上的违规摆摊行为进行突击整

治，责令所有在海滩上违规经营的
摊贩立即撤离，当场关停了一家无
证经营的烧烤铺。

25日上午，东方市海洋与渔业
局组织全体干部职工，对海东方小
区附近海岸的环境卫生进行专项清

理，当日清洁海岸线约1公里，清运
垃圾2车，主要为涨潮带来的葡萄
蕨藻等野生植物；与此同时，东方市
环卫局按照举一反三的工作要求，
增派人手，加强对全市海岸线的环
境卫生监管。

东方多部门联合整治沙滩违规摆摊
当场关停一家无证经营烧烤铺

本报海口8月 25日讯 （记者
陈雪怡 特约记者邓韶勇）8 月 25
日 13 时 30 分许，国家海洋督察
组（第六组）向我省移交第三批群
众信访举报件，共计 14 件，主要
涉及围填海、海洋环境等内容。
省海洋督察分办组已将第三批交

办件分发至文昌、琼海、万宁等
市县。

今天，收到移交的第三批交办
件后，文昌根据案件情况进行合理
分工，迅速组织相关部门依法依规
从快从严查处，并举一反三。

琼海第一时间组织市海洋与

渔业局、博鳌镇政府、潭门镇政府
等部门成立调查小组，并就交办件
内容进行分工部署，要求各相关部
门认真调查处理，实事求是，抓好
整改，引导规范养殖。同时，调查
小组还将于8月26日一早进行实
地调查，掌握具体情况，并制定整

改措施。
万宁立即组织市海洋与渔业

局、和乐镇政府及市城监大队等部
门召开案件研究部署会议。会后，
和乐镇政府和市海洋与渔业监察大
队下属港北中队一同前往港下村开
展调查核实工作。

国家海洋督察组向我省移交第三批交办件
国家海洋督察 进行时

Ⅰ级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包
括：（1）受污染食品流入2个以
上省份或国（境）外（含港澳台
地区），造成特别严重健康损害
后果的，或经评估认为事件危
害特别严重的；（2）涉及多个省
份或国（境）外（含港澳台地
区），已经或可能造成严重危害
或严重不良影响，经评估认为
应当在国家层面采取应急措施
应对的食品安全舆情事件；（3）
国务院认定的其他Ⅰ级食品安
全突发事件。

Ⅱ级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包括：（1）受污
染食品流入2个以上市县，造成或经评估
认为可能造成对社会公众健康产生严重损
害的食物中毒或食源性疾病的；（2）发现在
国内首次出现的新的污染物引起的食源性
疾病，造成严重健康损害后果，并有扩散趋
势的；（3）1 起食物中毒事件中毒人数在
100 人（含）以上并出现死亡病例；或出现
10 人（含）以上死亡的；（4）在全省范围内
已经或可能造成重大危害或重大不良影
响，经评估认为应当在省级层面采取应急
措施应对的食品安全舆情事件；（5）省政府
认定的其他Ⅱ级食品安全突发事件。

Ⅲ级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包
括：（1）受污染食品流入1个以
上市县，已造成严重健康损害
后果的；（2）1 起食物中毒事件
中毒人数在100 人（含）以上；
或出现死亡病例的；（3）在市县
级行政区域范围内已经或可能
造成较大危害或较大不良影
响，经评估认为应当在市县级
层面采取应急措施应对的食品
安全舆情事件；（4）省食品安全
委员会和市县政府认定的其他
Ⅲ级食品安全突发事件。

499头娟珊牛
“住”进昌江牧场

省图书馆举办
“仲夏阅之梦”活动
推广亲子阅读

本报海口8月25日讯（记者尤
梦瑜 实习生吴可丽）省图书馆“仲夏
阅之梦”活动今天下午开幕，活动邀请
少儿读者及父母参加，推广亲子阅读，
活动还邀请了外来务工人员子女。

本次活动分为“科普实验”“手工小
制作”“美食制作”“给爸爸（妈妈）的一
封信”“图书馆帐篷亲子夜读”、“亲子早
读”“放飞梦想”等7大板块。参与者包
括省图书馆的“馆校合作”学校学生、农
村留守儿童、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妈妈
志愿者”子女及其父母，共计60组家庭。

今天下午的活动上，海口新阳希
望小学六年级学生邓兰认真地制作着
滑翔机模型，她的妈妈从重庆来到海
南打工。“和小朋友们一起做手工和美
食，非常开心。妈妈平时工作忙，很少
陪我。”邓兰说。

活动现场，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
下感受到了化学实验的神奇，晚上，这
些家庭还将在省图书馆内搭起帐篷，
享受安静的亲子阅读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