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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亭通报扶贫领域
侵害群众利益的腐败问题

本报保城11月20日电（记者贾磊 通讯员
符晨曦）近日，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纪委通报2起
扶贫领域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典
型案例。

其中一例为，2016年6月，该县加茂镇共村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黄开照和加茂镇共村
村委会番由一村村民小组组长黄平，明知该村
村民黄某某不符合贫困户条件，仍将其纳入贫
困户名单上报，把黄某某确定为建档立卡贫困
户，享受国家危房改造扶持资金。黄开照、黄平
均受到党内警告处分，部分违纪款已上缴，余下
部分正在追缴。

海口琼山加强
红城湖垂钓管理
一小时内没人劝离立马启动问责

本报海口11月20日讯（记者叶媛媛）记者
从海口市琼山区获悉，近日，该区进一步落实河长
制，加强对红城湖垂钓行为的整治工作。从11月
20日起，如果抽查发现现场有钓鱼现象，一个小
时内没人劝离，马上启动问责，开除巡查责任人。

琼山区市政市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区城
管大队、区街道办、北官社区和红城湖管理公司，
将抽调人员成立固定巡逻队，从早上7时至晚上
11时三班倒巡查劝导，对红城湖边垂钓人员及时
制止，第一时间劝离现场。对破坏禁止钓鱼告示
牌的违法行为及时发现取证报警，对态度恶劣、屡
劝不改的报110处理。

此外，从11月20日起，如果抽查发现现场有
钓鱼现象，一个小时内没人劝离，马上启动问责，
开除巡查责任人。为了确保巡查工作的顺利进
行，琼山还制定排班表，明确值班领导和人员。在
交接班时，现场交接班签到拍照，做到无缝对接。
该区专门设立红城湖垂钓整治微信群，由专人每
日轮班监督日常巡查工作。

据悉，自海口开展生态文明建设以来，该市明
确规定，除城市内规定养殖水域外，其余水域如美
舍河、红城湖等均为禁钓区域。

国家发改委公布
涉金融严重失信行为人名单

我省一批企业
被列入“黑名单”

本报海口11月20日讯（记者罗霞）继今年8
月、9月分别公布第一批、第二批涉金融严重失信
行为人名单后，近日，国家发改委公布第三批涉金
融严重失信行为人名单。我省一批企业因严重失
信，先后被列入“黑名单”。

第三批涉金融严重失信行为人名单包含严重
失信债务人181人，非法集资企业144家，非法集
资自然人212人，其他严重违法名单165家以及
其他严重违法自然人98人。海南周昌实业有限
公司被列入严重失信债务人名单，另外海南有10
人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列入非法集资名单（自
然人）。

此前，海南东方大慧淀粉制品有限公司、文昌
阿何食品工业园有限公司、中企信用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今年也被列入严重失信债务人名单。

据悉，这些名单公布在“信用中国”网站上，并
被推送给20多个部门实施联合惩戒。

海大500多名学子
献血16.4万毫升

本报海口11月20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
员王吕军）11月18日、19日，省血液中心联合海
南大学组织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共546名海大学
生成功献血，捐献血液达164300毫升。

无偿献血，是海大学子的光荣传统，年复一
年，这帮年轻人不断地刷新着献血记录。在这次
的献血活动中，海大热带农林学院学子尤为踊跃，
在19日当天共有437人献血，学院相关负责人来
到现场，为参与献血的同学们加油打气。

据了解，海南大学在2016年共献血3220人
次，捐献血量826050毫升；2017年初至今，已有
3571人次献血，捐献血量1010050毫升。在参
与献血的同时，海大学子们同样热衷于宣传无偿
献血公益事业，他们用自身的献血经历结合无偿
献血知识，消除同学们的顾虑，坚定同学们献血
的决心。

截至目前，我省每天仍需400人献血才能基
本满足临床医疗用血需求，省血液中心呼吁广大
群众，捐献血液，挽救生命。

■ 本报记者 叶媛媛

得知同学的爷爷靠回收废品维
持生计，9岁的王康达第二天就整
理出自家的旧报纸和瓶瓶罐罐，送
给老人；几乎每到周末，学校三五
名教师就相约到敬老院为老人们擦
背做饭……

在海口市琼山第五小学，有这样
一群识礼仪、讲文明的师生群体，他
们乐于将文明付诸到生活的点点滴
滴。一个个闪光的个体，形成了琼山
五小最亮丽的文明风景线，也成为该
校文明校园的底蕴所在。在近期公
布的第一届全国文明校园名单中，琼
山五小榜上有名。

做优做美校园环境

走进琼山第五小学，一股雅致之

风扑面而来。在校道的两边，两排重
阳树傲然挺立，寓意“尊老孝亲”。一
圈围椅环绕着大树，上面标注着新、
旧《三字经》及《弟子规》等内容。在
校道的终点，一座硕大的孔子雕像伫
立中央，寓示“读经典书，做儒雅人。”

这里的一草一木、一角一落、一
墙一梁，都蕴含着该校书香校园的愿
景，成为滋养学生心灵的沃土。

崇德楼每一层楼的顶梁上，都张
贴着具有中国符号的唐诗宋词、中外
寓言故事、成语故事以及名言谚语，
每一层都设有“拐角书屋”，提醒同学
们“抬头读经典，低头学做人”。

除此之外，琼山五小还打造了科
普长廊、石头画广场，建起了机器人教
室、书法教室等一批规范化教学设施。

“我们希望校园里的每一面墙都
会说话，让每一条通道都富有生命力，
让每一个设施都具有教育功能，通过

打造文明校园，培育文明学生。”海口
市琼山第五小学副校长许青说道。

做精做细校园文化

但教育不可能一蹴而就，如何让
学生将文明理念内化于心？除了校
园的硬件建设，琼山五小在特色课程
建设、校园活动等软件配套上，同样
花了不少功夫。

打造阳光大课间、开展“最美孝
心少年”“最美书屋”“最美班级”评
比，创办科技节、感恩节、体育节等

“六大魅力节”，举办“小小主持人”
“魅力管弦乐”比赛等，均为琼山五小
打造文明校园的入心之举。

六年级老师梁友等从“双创”前就
一直致力于各类志愿服务，几乎每个
周末，她都会到街头或敬老院进行志
愿服务。不仅如此，她还经常将自己
的所见所闻分享给同事和学生们。在
她的带领下，越来越多的教师和家庭
成为海口市志愿者队伍的一份子。

做好做实队伍建设

育人工作，教师队伍的建设也至

关重要。海口市琼山第五小学教研
室副主任周雄告诉记者，学校根据教
师的年龄特点和专业特长，打造了人
人参与的“转转课”、青年教师的“竞
技课”、骨干教师的“优质课”、优秀教
师的“经典课”，让教师在向上的学习
氛围中成长。

在魅力课程方面，琼山五小紧扣
目标，自主开发《践行价值观，携手促
双创》读本，以进校园、进教材、进课
堂、进人心、见行动的方式，将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教育教学全过
程；编写《走进国学》系列读本，以诵
读、征文、演讲、绘画、雕刻等方式对学
生进行教育，让文明更加入心、入脑。

虽然“年轻”，但短短几年，琼山
五小已陆续获得了“海口市示范家长
学校”“海口市平安校园先进单位”

“海口市十佳最美校园”“海南省毒品
预防教育示范学校”和“海口市文明
校园”等荣誉称号。

“作为教育者，我们深知每一位家长
的期待、社会的期待，我们将借此契机，
更加用心、用情，努力为孩子埋下‘文明’
的种子，让孩子成为文明的使者，让校
园的文明之花绽放异彩……”许青说。

（本报海口11月20日讯）

本报文城11月20日电（记者良
子 通讯员潘碧雯）为下好禁毒大会战
的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全面掌握全市
涉毒人员基本情况，文昌市禁毒委集
中力量，率先在全省制订《涉毒人员工
作手册》。通过推行《涉毒人员工作手
册》填报工作，目前该市禁毒委已全面
掌握全市登记在册6491名吸毒人员
的现状，为打击涉毒违法犯罪夯实了
基础。

11月19日，记者在文昌市公安
局看到一本《涉毒人员工作手册》，上
面有帮教小组成员表格，其中帮教成

员有镇（场）驻村干部、派出所辖区民
警、村（居）委会干部、家属等相关人员
姓名及联系电话。据了解，该手册一
式三份，由吸毒人员户籍地派出所辖
区民警入户见面核查填写后，镇（场）
禁毒办、村（居）委会各一份，派出所留
存一份，形成镇（场）、所、村、家、美沙
酮治疗门诊等五级任务分解的管控禁
毒工作机制。

据了解，省公安厅部署集中开展
吸毒人员摸底排查专项工作后，文昌
市在今年1月份已推行《文昌市涉毒
人员工作手册》填写基础上，继续加大
工作力度，落实责任、各司其职。通过

“文昌市各镇（场）禁毒工作微信群”及
时解决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借此推

动完善吸毒人员情况登记工作，在文
昌市开展第二次全市范围内的吸毒人
员摸底排查见面尿检工作。

为使基层各部门各警种按期完成
既定的工作目标，文昌市在省督导组
的指导下，先后两次举办专门业务培
训班，提高执法人员的水平及工作技
巧、方法，最大限度争取吸毒人员及其
家庭的配合和支持。

文昌是著名的侨乡，外出人员较
多，对短期出国（境）及在外省、市（县）
一时难以返回或难以查找的人员，当地
公安民警通过出入境、微信平台、家属、
朋友等关系圈获取其生活信息。如城
北、东郊、潭牛等派出所为摸清吸毒人
员现状，派员到三亚、海口及广西、广东

等地对务工在外的吸毒人员开展见面
尿检工作，提高见面率。文教镇文教村
的林某，水吼村的邢某就是在其家庭的
积极配合下分别到居住地深圳公安机
关、厦门公安机关进行尿检，并在当地
公安机关的配合下通过微信传发现场
尿检结果图片。

针对在推动《涉毒人员工作手册》
填写中存在的人户分离、吸毒人员外
出及家属抗拒等无法见面尿检或不知
去向等重点、难点问题，文昌市通过制
订《秋冬攻势百日大会战行动考核办
法》，实行每周三工作进度排名通报工
作机制。据统计，自该项工作开展以
来，已约谈5个派出所所长，其中抱罗
所所长陈某在集中开展吸毒人员摸底

排查专项行动中，因措施不力，工作滞
后，根据《海南省禁毒工作责任制规
定》，市公安局党委已做出免去其所长
职务的决定。

就吸毒人员摸底排查专项工作，
文昌禁毒委做到“底数清、情况明、知
去向”，不失管、不漏管。据介绍，目
前，文昌全市已完成6238名吸毒人员
摸底排查工作，占入库人数6491人的
96.1%，其中包括正在强制隔离戒毒
852人，行政拘留10人，看守所羁押
113 人，服刑 353 人，社区戒毒 471
人，社区康复294人，社会面有吸毒史
人员1449人，戒断三年未复吸2478
人以及入库的已死亡的169人和出国
（境）的49人。

掀起禁毒新高潮

广告

11月19日，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总决赛在沪落幕，来自
全国12支参赛队的300余名选手参加决赛。最终，来自山西赛区
的翔龙艺术团舞蹈队摘得桂冠，并赢得100万元总冠军奖金。

从5月开始，交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在全国37个赛区拉开帷
幕，超过17万名广场舞爱好者参赛。历经200余天的角逐，最终有12
支队伍跻身决赛。共有600余名观众助威团在决赛现场为选手助威。
赛场外，数百万广场舞“粉丝”通过交银直播平台关注了本次大赛。

交通银行个人金融业务部总经理、线上金融业务中心总裁徐
瀚认为，高规格赛事不仅提升了交行品牌影响力，而且为热爱广
场舞的广大客户群体搭建了一个展示自我、超越自我的平台。在
这个平台上，每一位参赛选手都可以通过舞蹈传递健康快乐的正
能量，感受积极向上的力量。

本次广场舞大赛是交行传递财富管理理念的重要载体。大
赛举办期间，交行针对报名参赛和参与投票的客户发行了收益率

为4.5%的专享理财产品，倡导“快乐跳舞，轻松理财”。大赛收官
之际，交行推出了“亿元红包等你抢，拼团理财收益高”回馈活动，
让亲朋好友分享理财快乐。通过融合线上线下渠道资源，“亿元
红包”将以“线下扫码”和“线上拼手速”形式分发，客户可登录手
机银行APP与众人共享亿元大礼。

本次“沃德杯”广场舞大赛首次依托交通银行手机银行的交
银直播平台。这是手机银行开启新销售经营模式的一种尝试，实
现从线下客户经理“一对一”服务到线上直播“一对多”分享专业
化服务。通过专家讲解与分析，让复杂的金融产品变得通俗易
懂，实现客户“离店不离行”。

本次交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已经落幕，然而快乐理财的智
慧分享还在继续。随着交银直播平台的正式运营，“金牌理财
室”、“大咖等你来”等精彩节目也将陆续开通，期待与更多客户携
手共享财富管理的经验与价值。

交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圆满收官
近日，海南海天盛筵会展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在市场监控时发现，

有部分公司擅自盗用“海天盛筵”、“海天盛宴”文字、图片等标识，开
展商旅、旅游及会展业务。如私域国际三亚海天盛宴盗用“海天盛
宴”标识组织活动并在网络进行宣传。

对此，我公司郑重声明如下：
1、2017第八届海天盛筵将于12月8日至11日在三亚鸿洲国际

游艇会举行，是一场集全球公务机、游艇及配套产品、高级轿跑车、珠
宝精品、生活艺术品等于一身的高品质生活方式展。

2、截至目前，海南海天盛筵会展有限公司从未授权过任何一家

商旅、旅游服务等企业以“海天盛筵”、“海天盛宴”品牌为标识从事
销售经营活动。

3、目前市场上出现的未经我公司授权，盗用我公司品牌资源的
侵权行为，我公司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4、我公司住所地址为：海南省三亚市榆亚路二号鸿洲时代海岸
12号楼3楼，电话：0898—88601581。

特此声明！
海南海天盛筵会展有限公司

2017年11月20日

关于“海天盛筵”、“海天盛宴”标识被盗用的媒体公告

本报三亚11月20日电（记者孙
婧）今天上午，三亚市首次开通5条微
公交线路，在商品街、榆红村、市仔村、
大东海、亚龙湾等生活区投放共计28
辆7座商务车，实现了公交都市“出门
500米可乘坐公交车”的建设目标。
此举为缓解城市交通拥堵、提高公交
出行比例、解决部分群众乘车难问题
提供了解决方案。

20日上午，三亚大东海广场、港
门村健身广场、榆红村委会站点、市仔
村委会站点、亚龙湾玫瑰谷站点，同时
启动了三亚微公交车投放仪式。一排
排崭新的蓝绿色7座商务车，车身刷
着三亚碧海蓝天的风景，车旁站着身
着蓝色制服的公交司机，引得不少市
民游客驻足观看。

据悉，这批微公交车采用新能源
纯电动七座商务车，平均运行时速
25公里，每日服务时间为早6时30分
到晚8时，全程车费2元。此外，车内
安装了监控和刷卡扫码一体化车载收
费机，“乘客可以选择投币、下载天涯
行APP扫码支付、刷卡等多种支付方
式，只要在其他公交上能使用的，在微
公交也能。”三亚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
公司运营总监钟文娜说。

别看微公交身材小，但其穿梭在
社区和乡村小路，让原本离公交站点
远、乘车不方便的市民、村民得到便
利，实现城市与乡村的“最后一公里”
的公交连通。

据三亚市交通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推行微公交，也是三亚实施公交改
革，努力“实现出门500米可乘坐公交
车”的公交都市建设目标，而提高公交
服务的通达性，也有利于缓解三亚交
通拥堵情况。

受暴雨影响，G98高速万宁境内发生塌方
右幅车道一度被封闭 昨23时许抢通并恢复通车

三亚首开
5条微公交线路
迷你公交解决市民出行难

制定《涉毒人员工作手册》，五级寻踪帮教

文昌：对吸毒者不失管不漏管

微1 港门村社区至商品街
线路，总里程 6.3公里，发班间

隔约每10分钟/班

微2 榆红村线路，总里程

2.4 公里，发班间隔约每 10 分
钟/班

微3 市仔村线路，总里程

4.5 公里，发班间隔约每 10 分
钟/班

微4 大东海线路，总里程

2.3 公里，发班间隔每 10 至 15
分钟/班

微5 亚龙湾玫瑰谷线路，
线路总里程 15公里，连接玫瑰
谷、博后村、红光村、亚龙湾酒店
群、亚龙湾海底世界、爱立方滨
海公园、蝴蝶谷、亚龙湾管委会
等地，发班间隔约每10分钟/班

海口琼山第五小学从校园环境、校园文化、队伍建设入手，打造文明校园

让校园成为滋养学生心灵的沃土

本报万城11月20日电（记者张
期望 通讯员曾望）11月20日中午，
万宁境内普降暴雨，下午5时许，受
暴雨影响，G98环岛高速K158+450
右幅发生边坡坍塌，海口往三亚方向
阻断。事发后，该路段右幅车道被封
闭，当晚11时许成功抢通，交通基本
恢复。

据了解，塌方发生后，当地交警
立刻前往事故地点疏导交通，将车
流引导至国道223线，但是国道223
线万宁南桥镇南桥小学段积水严
重，同时导致绕行国道223线行走的
车辆也无法通行，在G98高速右幅
车道和国道223线上造成大量车辆
滞留。

20日，万宁连续降雨，中午时分
降雨突然加剧，万宁市气象台12时
21分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截至
下午4时许，万宁多个乡镇24小时
雨量超过200毫米，其中长丰镇超过
210毫米。20日，万宁全市48座水
库都有专人值守，工作人员对18座
水库实施紧张有序的排洪作业。

为做好防御强降雨工作，万宁市
三防办20日15时启动防御强降雨Ⅳ
级应急响应。下午，礼纪、兴隆、龙
滚、和乐、长丰等乡镇都出现大雨引
起的积水，对当地居民出行造成一定
影响。据了解，20日夜间至21日中
午，万宁地区仍有40至80毫米降雨，
依旧有险情可能发生。

制图/杨薇

事发后，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连夜抢通道路。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