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本省新闻 2017年11月25日 星期六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齐松梅 美编：杨薇A04 社会/民生

掀起禁毒新高潮

定安县创新手段强化对吸毒人员管控力度

公安“大情报”平台助力动态管控
■ 本报记者 良子

11月 20日，在定安县定城镇仙
屯村村民莫某家，仙沟派出所民警
正在为莫某抽血取样准备做 DNA
入库。派出所民警告诉记者，32岁
的莫某3年前曾吸毒，虽近2年已经
戒毒了，但派出所对其管理并没有
放松。因莫某近期患病，不方便到
派出所抽血取样，派出所民警就上

门抽血取样。
类似这样的摸底排查，已经成为

定安公安民警的常态。为下好禁毒
三年大会战的先手棋，打好禁毒秋冬
攻势主动仗，全面掌握全县涉毒人员
基本情况，定安县不断深化吸毒人员
动态管控工作，今年9月至11月期间
在全县范围内集中开展了一次吸毒
人员摸底排查专项行动，取得了良好
的效果，为打击涉毒违法犯罪夯实了
基础。

记者了解到，为切实提高动态管
控水平，定安县不断完善吸毒人员

动态管控机制。该县按照“谁发现、
谁登记”的原则，将登记在册吸毒人
员特别是现有吸毒人员最新信息上
报县禁毒办并认真填写《海南省吸
毒人员情况登记表》。同时，派出所
也认真开展核实、采集吸毒人员现
实状况信息和生物信息，及时更新
人员管控现状，做到吸毒人员现状
情况真实、管控责任单位和责任人
真实，确保数据库中的信息与实际
管控现状一致。

为更准确掌握吸毒人员信息，充
分发挥DNA、指纹、社会情报信息在

侦查破案中的基础支撑作用。定安
对登记在册吸毒人员全部采集其个
人DNA入库，全面掌握吸毒人员生
物体征。

“为认真贯彻落实省禁毒办关于
《集中开展吸毒人员摸底排查专项行
动方案》，定安县实行目标定量制度，
制定下发了具体的工作方案和考核办
法，以目标任务倒逼各有关部门集中
时间、集中力量开展行动，确保行动取
得实效。”定安县公安局副局长黄东华
介绍。

为了加大对流动吸毒人员的管

控力度，定安县公安局还充分利用公
安“大情报”平台的吸毒人员活动信
息预警功能，加强对旅店业、出租房
屋等重点场所的控制，提高对社会面
流动吸毒人员的发现和控制能力。
建立外流吸毒人员信息通报制度和
管控协作机制，对发现的外地籍吸毒
人员及时通报其户籍所在地公安机
关；对流入其他地区的吸毒人员，及
时通报流入地公安机关，共同落实对
外流吸毒人员的管控措施，有效防止
漏管失控。

（本报定城11月24日电）

森林客栈获评首批全国
民宿产业发展示范单位

本报海口11月24日讯（记者赵优）22日，第
三届全国民宿大会暨恩施州首届民宿大会在湖北
恩施举行，来自全国20多个省区市的旅游部门、民
宿协会代表、民宿产业链从业者、民宿品牌机构、
民宿业主参加大会。会上，我省森林客栈获评首
批全国民宿产业发展示范单位和TOP100民宿游
学基地称号。这也是我省唯一获此殊荣的客栈。

从2010年起创建至今，森林客栈已拥有5家
客栈、2家精品酒店，房间数675间，成为海南规
模最大的客栈，目前还有2家B格山、海民宿在筹
备；森林客栈不设销售部、市场部，客户来源基本
靠口碑传播，去年，森林客栈荣获中国饭店业协会
授予的“国内十佳民宿客栈品牌”，今年5月被中
国饭店业协会客栈民宿委员会授予“2017年最受
欢迎民宿客栈”。

本报海口11月24日讯（记者邓
海宁）近日，朋友圈里海口一司机驾
车撞伤一名男孩后谎称送医院，却
半路让其下车的信息引起了市民
的广泛关注。今天晚上，记者从海
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获悉，肇事车
辆驾驶人吴某已于今天中午被抓
捕归案。吴某构成发生交通事故后
逃逸，海口市交警支队已依法给予行
政拘留15日、罚款2000元处罚，并
记12分。

据海口交警介绍，11月 22日 6
时30分许，吴某驾驶红色小型轿车，
由中法大厦向白龙北路行驶至一处
斑马线时，将这名男孩撞伤，后逃
逸。23日上午10时许，交警部门接
到男孩亲属报案后立即进行调查，当
天晚上锁定了肇事车辆的颜色、车
型、号牌等。

今天12时许，肇事司机吴某在
君尧村被抓获，并同时查获肇事车
辆。海口交警表示，从交通事故发生

至吴某被抓获，这期间交警部门并未
接到过肇事者吴某报警备案的电话，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章第七
十条规定，吴某的行为符合交通肇事
逃逸特征。

据了解，经医院确诊，男孩右肱
骨近端骨折，需手术治疗。男孩家长
为了让男孩尽快恢复，已从海口转院
至江西南昌中医院进行治疗。

海口交警部门已将案件侦破进
展向男孩亲属反馈，并从亲属处获

悉，男孩被撞伤后在事故地点坐上车
辆行驶了约100米，至美苑宾馆门前
路段时，两人叫男孩下车，副驾座上
的吴某妻子给了男孩100元，但男孩
拒绝接受并下车。车辆行驶一段距
离后，吴某妻子又下车塞给了男孩
100元，吴某和其妻子没有把男孩推
下车的情况。

目前，因双方各执一词，交警部
门正在通过调取相关监控，进一步还
原事故情况。

撞伤12岁男孩后逃逸的司机抓到了
被行政拘留15日、罚款2000元，并记12分

开展国防教育
学习舰艇知识

11月21日，南海舰队某基
地官兵在向海南中学学生讲解
舰艇装备知识。

当天，南海舰队某基地为
海南中学学生开展国防教育
实践活动。该基地组织学生
们参观舰艇装备，了解军营文
化，讲述海军战斗故事等，推
动国防教育进课堂、进思想，
深化青年学生对国防事业的
思想认同、情感认同，不断增
强关注国防、热爱国防、投身
国防的意识和热情。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薛成清 摄

本报海口11月24日讯（记者陈
蔚林 通讯员云慧明 实习生曾中笑）
近期，部分省市接连出现个别教师

“虐童”事件，反映了一些幼儿园管理
制度不健全和管理制度的不落实，更
暴露出个别教师师德师风和依法从
教意识的严重缺失。为加强幼儿园
安全管理，省教育厅今天决定在全省
幼儿园开展一次安全隐患排查工作。

省教育厅指出，“虐童”事件给受
害人及其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创
伤，也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高度关
注。学龄前幼儿缺乏自我保护能力，
各市县教育部门和幼儿园对此类事

件一定要引以为戒，采取有效措施，
切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规范办园行
为，确保广大幼儿的健康成长。

省教育厅要求，各市县教育行政
部门和幼儿园要高度重视幼儿园的
安全工作，针对当前发生的“虐童”事
件，一是严格要求各级幼教管理人
员、幼儿园举办者和幼儿园教职工认
真学习并详细了解《未成年保护法》
《教师法》和《幼儿园工作规程》等国
家关于幼儿园管理的法规和文件，首
先做到知法守法；二是要建立健全各
种安全规章制度，把安全责任和目标
层层落实到人，实行安全责任追究制

度，要对幼儿进行安全教育，开展预
防演练，教给幼儿必要的安全防护、
避险的知识和方法。

与此同时，各市县教育行政部门
和幼儿园还要做好师德师风缺失隐患
排查，通过多种形式向家长、社会公开

“师德师风举报箱”和师德师风举报电
话，为收集线索提供方便；要从幼儿人
身安全管理的各个环节入手，通过个
别教师访谈、家长座谈、抽查视频监控
等多种明察暗访方式，对辖区内的幼
儿园进行认真排查，发现不安全因素，
立即采取措施，及时消除隐患；要督促
指导幼儿园采取适当方法有效开展幼

儿自我保护、自我救助的教育活动，培
养幼儿自我保护的能力。

省教育厅强调，各市县教育行政
部门要结合本地实际立即部署检查
工作，做到全面细致，不留死角，对发
现的问题和安全隐患要立即进行整
改，问题严重的要报当地政府。要按
照《未成年保护法》《教师法》和《幼儿
园管理条例》《幼儿园工作规程》有关
要求，对存在一切损害幼儿身心健康
行为的幼儿园和教职工进行严肃查
处，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移交司
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切实保障
幼儿身心健康成长。

我省将开展幼儿园安全隐患排查

严查一切损害幼儿身心健康行为

本报海口11月24日讯（记者
赵优 通讯员谢琛）2017年（第十八
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已经开
幕，定安将举办特色活动，开启分享
与体验之旅。

12月 27日，由中铁诺德丽湖
半岛主办，海南星空野营联合协办
的首届南丽湖星空露营节开营。主
办方每周将组织30个家庭在南丽
湖沙滩露营数星星，所有预约到露
营的人，都将获赠游湖、免费户外
KTV项目，还可享受7折入住椰子

悬空酒店。11月 18日—12月 30
日，黄竹镇的彩虹农场将举办多项
科普活动，具有很强的科技性和娱
乐性。除了有趣的科技活动，游客
还可以品尝用土灶烹煮的农场有机
食材，木柴的清香渗透进每一味菜
肴里，充满淳朴自然的味道。11月
28日—12月18日，黄竹镇乡村理
想观光农庄还将组织游客到定安黄
竹镇果园采摘莲雾、杨桃等水果，还
可以在乡野体验垂钓、乡村“迪士
泥”的乐趣，品尝定安特色美食。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经过两
天激烈的角逐，2017海南亲水运动
季文昌国际海钓节近日在文昌龙楼
镇结束。广东湛江队获得团体总分
第一名，同时以一条重达13.8斤的
石斑鱼获得“单尾重”冠军，并赢得7
万元大奖。

本届海钓节系列活动包括海钓
精英赛、海钓产业研讨会等配套活
动，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海钓精
英和国内外2000多名海钓爱好者
参加。

本届海钓精英赛共有20支参赛
队伍，分团体总重量赛和团体单尾重
量赛，奖金总额高达12万元。

赛事组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文昌近海海域海洋资源丰富，非常
适合海钓，钓到的鱼个头大，完全可
以让钓友过足瘾。此次文昌国际海
钓节的举办，有助于促进文昌旅游
业及文昌海钓产业的发展。不少选
手表示，在激烈比拼之后，他们开始
尽享文昌的清新海风，欣赏迷人海
景，品尝当地美食。

文昌国际海钓节落幕

广东湛江队获奖7万元

我省2017年成人高考
成绩公布

本报海口11月24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
高春燕 实习生曾中笑）记者今天从省考试局获悉，
2017年海南省成人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评
卷工作已顺利结束，考生成绩也已经予以公布。

考生可通过海南省考试局官方网站（www.
hnks.gov.cn或 ea.hainan.gov.cn），进入成人高
考成绩查询栏，输入本人“身份证号码（区分大小
写）+姓名”或“身份证号码（区分大小写）+准考证
号”，点击“查询”按钮查询本人的考试成绩。

海南2名执业药师
因“挂证”被注销注册

本报海口11月24日讯（记者罗霞）记者今
天从省食药监局获悉，国家食药监总局近日通报
药品经营企业中执业药师“挂证”行为检查情况，
有“挂证”行为的65名执业药师被曝光，被收缴注
册证并注销注册，其中有2名海南执业药师。

据了解，相关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已将上述“挂
证”人员相关信息录入全国执业药师注册管理信息
系统“奖惩记录”栏，由所在省执业药师注册机构依
照相关规定收缴其注册证，并注销注册、对外公示。

我省被曝光的2名执业药师为海南益新源药
业有限公司杨瑞、海南弘力医药有限公司杨沙。

据了解，按照国家的要求，每个药店都要配备
执业药师才能正式营业。“挂证”是指执业药师向
药店转让、借用（租用）其《执业药师资格证书》进
行注册，但并不以执业药师身份在岗履职等行
为。“挂证”的执业药师没有发挥应尽的药学服务
作用、没有指导公众合理用药，是严重的失信行
为，破坏了国家认证资格的严肃性，扰乱了药品流
通的行业风气，抹黑了执业药师的职业荣誉。

据悉，我省将继续加大对药品经营企业执业
药师配备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对于查实的“挂
证”执业药师和存在“挂证”行为的药品经营企业，
将依法处理并及时向社会公开。

洋浦警方破获一起
特大销售假冒香烟案
涉案总金额逾1000万元

本报洋浦11月24日电（记者易宗平 通讯
员吕桂红）记者今天从洋浦经济开发区公安局获
悉，该局联合儋州市烟草专卖局，成功破获1起
特大销售假冒香烟案，涉嫌假冒伪劣卷烟超过
3000条。

11月8日，洋浦经济开发区公安局与儋州市
烟草专卖局共派出95名执法人员，对经营近半年
之久的一起销售假冒香烟专案展开集中收网行
动。行动中，共捣毁窝点（仓库）15个，其中三亚1
个窝点、乐东2个、儋州4个、洋浦1个；捣毁仓库
7个。当场抓获犯罪嫌疑人11名；查获涉嫌假冒
伪劣卷烟合计3077.3条，涉案卷烟实物金额达57
万余元；并查扣涉案车辆5部；另查扣手机18部、
银行卡40余张和账单一批。经初步估算，涉案所
有物品总金额超过1000万元。

经连夜突审，被抓捕的犯罪嫌疑人对实施销
售假烟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此案还在进
一步侦办和深挖中。

刑满释放不悔改
两男子盗窃被捕

本报那大11月24日电（记者易宗平 通讯
员陈超君 王琴）记者今天从儋州市人民检察院获
悉，该院对一起出狱后再度作案的犯罪嫌疑人羊
某某、黎某某，同一天予以批捕。

羊某某、黎某某同是儋州人。羊某某曾因犯
盗窃罪，于2016年被儋州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
刑10个月；黎某某曾因犯抢夺罪，于2015年被儋
州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两人出狱后
租住在一起，在得知楼上女子郑某某长期独居后，
谋划盗窃郑某某家财物。

今年9月22日凌晨，羊某某通过窗口爬进郑
某某家，将房门打开，让黎某某进入房间。随后，
羊、黎二人分别在房间及客厅内寻找财物。其中，
羊某某将郑某某卧室床头柜上的一部手机偷走。
羊某某继续在卧室寻找其他财物时，因发出响声
被郑某某发现后，羊某某、黎某某逃跑。

今年10月13日，羊某某、黎某某落网。二人
的行为涉嫌盗窃罪，近日，儋州市人民检察院遂批
准逮捕羊某某、黎某某。

关注2017年（第十八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

“候鸟”遗失2万元
民警5小时搜索寻回

本报三亚11月24日电（记者良
子 通讯员冯谋瑞 叶佳报道）今天上
午，两名“候鸟”老人来到三亚红沙边
防派出所，将一面锦旗送到民警手
中，为民警主动作为、助人为乐的精
神点赞。

红沙边防派出所日前接到群众报
警电话称，其从三亚机场乘坐出租车
时不小心将装有2万元现金和身份
证、银行卡的背包落在了车上。接警
后，民警立即与当事人取得了联系。
据民警现场了解，报案人系两名从甘
肃到三亚过冬的“候鸟”老人。

民警调取了机场周边监控视频，
并逐一进行排查。事发时，由于老人
既无出租车的小票，也不记得车辆的
情况信息，甚至连打车的时间和具体
地点也不能确定。为此，民警只能对
照当天老人下飞机后的时间进行查
看。经过长达5个小时对监控视频反
复排查，民警们终于发现了老人的身
影，并通过多方查找，与当事车主取得
了联系。在向车主说明情况，希望其
配合调查的时候，车主终于承认拾获
背包的事实，并于当天将背包送到派
出所。

24日上午，为了表示对三亚边防
民警的谢意，两位老人特意送来了一
面锦旗，称赞海南民警真贴心，是“人
民的好警察，百姓的守护神”。

松原邀请您
去看冬捕

本报海口11月24日讯（记者赵
优）今天下午，由吉林省松原市人民政
府主办的“飞去看冬捕·魅力松原行”
2017查干湖冬捕冰雪旅游推介会亮
相海口，为海南冰雪旅游爱好者带来
了新选择。

2017查干湖冰雪渔猎文化旅游
节以“传承渔猎文化，打造冬捕经济”
为主题，包含冬捕节开幕式、冰雪塔虎
城、青山头滑雪部落、冬捕作业体验、
冰雪风情节、查干湖“雪之缘”冰雪游
乐园、松原精品剧目展演、查干湖国际
冰雪半程马拉松赛、全国冬泳体验交
流大会、全国越野车王争霸赛等14项
系列活动，让游客在银装素裹的查干
湖畔，共同探访厚重深远的渔猎文化。

推介会现场，松原市与海口市重
点旅行社签订游客输送战略合作协
议。海南旅游企业代表表示，查干湖
冬捕必将为海南的冰雪旅游爱好者带
来更多个性化的选择。

星空露营节、趣味科普活动、果园采摘……

定安邀你体验特色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