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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民办实事 群众得实惠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近日，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响水
镇大本村，阳光透过淡淡的云层照射
在村里的篮球场上。上午10时多，
从保亭县图书馆开来的车停在了活
动室门口，县图书馆馆长梁惜文带着
全新采购并已完成统一编目的百余
本新书来到了活动室里的农家书屋，
张罗着让书屋管理员赶紧码书上
架。还不到4岁的黄天添急急忙忙
从活动室一侧“蹿”了出来。

“就等着你们呢。”天添的妈妈王
小娟追在他身后说。原来，活动室的
管理员提前告诉了村民们这一天会
有一批新书到书屋。

“我常常带他来书屋看，这里的

书都是图书馆精挑细选过的，内容很
好。”王小娟说。

农家书屋、电子阅览室、多功能
辅导厅，大本村委会的这间文体活动
室囊括了不少功能。除了室内部分，
文体活动室还包括了篮球场、舞台以
及健身路径等设施。随着行政村文
体活动室成为我省“十三五”规划期
间重点公共文化设施建设项目，像这
样的文体活动室已成为我省诸多行
政村的“标配”。

这项惠民工程除了将文体硬件
设施建在了田间村落，其更大的意义
在于，每一个行政村文体活动室都正
在通过举办一个个精彩的文体活动
切实丰富农民文化生活，凝聚村落向
心力，提升乡村精神文明建设。

据悉，作为村中文体活动主要
“据点”，行政村文体活动室会经常举
办各类惠民演出、开展公益培训、举
办体育比赛、放映公益电影等各式各
样丰富的活动。

“以前村里的妇女们喜欢聚在一
起搓麻将打牌。现在大家都喜欢来
村里的文化广场跳广场舞、打乒乓
球，还可以看自己喜欢的书。”海口市
龙塘镇龙新村村民杜大姐说，在建成
文体活动室以前，村里人基本没有什
么文体活动。

去年暑假时，7岁的黄静怡参加
了保亭县响水镇综合文化站在其毛
岸村委会文体活动室举办的“点燃
读书激情、共建书香响水”读书活
动，毛岸村里不少与黄静怡差不多
年岁的孩子积极报名参加，小静怡
凭借流利背诵《三字经》拿下了朗诵

项目的第一名。根据镇综合文化站
的安排，2018年寒假时，她将到镇里
参加“决赛”。

“对村里的孩子来说，表现的平
台和机会很少，通过朗诵比赛我们
明显感觉到，这些孩子从害羞变得
逐渐自信起来。”响水镇综合文化站
负责人黄晓霜介绍。这位年轻的负
责人与同事们积极将形式新颖、村
民们喜闻乐见的主题活动开展到最
基层。在她看来，文体活动室不仅
是简单地丰富村民文化生活，更重
要的是对农村下一代所产生的潜移
默化的影响。

据介绍，下一步，我省将加大对行
政村文体活动室建设力度，争取到
2020年实现全省行政村（含社区）文
体活动室全覆盖。

（本报海口1月11日电）

去年全省建设行政村文体活动室400个，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村庄活起来 村民乐起来

我省初中毕业生
体育考试时间确定
3月15日至4月20日

本报海口1月11日讯（记者陈蔚林 实习生
卢进梅）记者今天从省教育厅获悉，2018年全省
初中毕业生体育考试时间为3月15日至4月20
日，凡参加全省初中毕业生学业水平考试的初中
毕业生均须参加体育考试。

根据《2018年海南省初中毕业生体育考试工
作方案》（下称《方案》），考试项目为坐位体前屈及
男生1000米跑、女生800米跑。所有项目统一采
用电子测试仪器测试。

以上两项考试成绩总分计入中招考试总分，
等级达到C等以上的考生方可被省一级学校和面
向全省招生的其他普通高中学校录取。

本报海口1月11日讯（记者梁
君穷 通讯员崔丽娜）今天下午记者
从海口市纪委获悉，2017年海口市
纪委共跟踪督办海口12345热线办
件533件，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
问责处理170件339人次，通过严督
办、抓落实，助力城市精细化管理，保
障12345热线“指挥棒”、“绣花针”和

“连心桥”的作用。
在问责处理办件中，运用第一种

形态谈话提醒178人次，责令书面检

查71人次、通报批评44人次及6家
单位、诫勉谈话29人次，公开道歉1
人次；运用第二种形态党内警告1人
次、行政警告2人次、严重警告5人
次、行政记过2人次、调离工作岗位5
人次、免职1人次。

2017年 4月，海口出台《12345
热线监督考核问责暂行办法》，规定
了对办件即时答复率、按时办结率、
一次满意率、逾期办结率、重复办件
率等指标的考核要求，以及一般问

责、从重问责、从轻或免于问责、不予
问责等4种问责情形。

2017年12月，市民向12345热
线反映美兰区南宝路明都大厦楼
道垃圾乱堆乱放，辖区海府路街道
办事处对该办件敷衍了事，未到现
场核实，直接将小区物业“垃圾清
理完毕”的答复反馈热线，造成市
民反复投诉。因此，该街道负责
12345 热线办件责任人员被“通报
批评”问责。

“类似这样的办件虽然都不大，
但是群众利益无小事，海口市纪委都
会跟踪督办，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严肃
处理，体现了我市以钉钉子精神抓作
风建设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海
口市纪委相关负责人表示，督办后反
映的问题基本得到有效解决，海口市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将继续把监督执
纪“四种形态”体现在作风建设全过
程，紧盯办件中存在的懒政庸政怠政
等行为，助力城市精细化管理。

去年海口纪委督办12345热线办件533件

严督办抓落实 助力城市精细化管理

海口一工地
脚手架发生倾倒
受伤工人无生命危险

本报海口1月11日讯（记者邓海宁）今天上
午，海口市海府路6号东湖宾馆外立面改造脚手
架发生倾倒，造成四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海口市
政府高度重视，相关部门全力救治受伤人员，紧急
处置事故现场。

据介绍，今天9时50分许，由海南建设安装
有限公司实施的东湖宾馆外立面改造施工完
毕，在拆除外脚手架至二层时，因脚手架变形失
稳造成一层防护棚倾倒，四名拆除作业人员跌
落。施工方立即将受伤人员送往医院救治。海
口市相关职能部门赶到现场，组织开展事故处
置工作。

事故发生后海口市政府高度重视，责成相关
部门全力救治受伤人员，立即处置事故现场，有关
部门即时启动事故应急预案。

据了解，四名受伤人员情况为：一人头部受
伤，生命体征平稳，正在医院进行手术；两人骨折，
已接受医疗救治；一人轻微擦伤，正留院观察。

目前，海口市城管委已牵头成立事故调查小
组，联合市安委办、市质监站、海旅集团等单位相
关人员进行事故原因调查，两日内出具事故调查
报告，明确事故原因及相关责任人。同时要求项
目停工整改，全面进行安全检查。

五指山民政局夜间巡查救助

让流浪乞讨者
安全过冬

本报五指山1月11日电（记者
贾磊）受大范围冷空气影响，我省大
部分地区气温骤降。1月10日晚，五
指山市民政局沿街巡查组深入市区
各个街道，救助流浪乞讨人员。当
晚，该局共救助流浪乞讨人员3人，为
其发放了生活必需的物资，确保该市
流浪乞讨人员安全度过寒潮期间，并
尽全力动员他们接受返乡救助。

“这几天全岛气温都很低，尤其
是五指山地区，夜间气温仅有10摄
氏度左右，市区里的流浪人员无家
可归，他们怎么休息牵动着我们每
个民政工作人员。”该市民政局局长
邢小丽告诉记者。

“我们给他们送去了军大衣、
食品和水，确保他们基本的生活条
件，与此同时我们还积极引导他们
接受返乡救助。”该市民政局工作
人员表示。

本报八所1月11日电（记者曾
毓慧 通讯员符才丽 符啟慧）自今
年元旦以来，东方市各乡镇种植的
18万亩冬季瓜菜已陆续收摘上市，
市场行情较好，收购价比往年略高。

1月10日，在东方市四更镇英
显村收购点，农户们正忙着将一袋
袋自家种的尖椒、圆椒搬运过称，收
购商们正忙着挑选、打包上车。据
现场收购商介绍，今年东方的冬季
瓜菜价格要比去年好一点，如，尖椒
每斤收购价都是两元多，圆椒是一
元多，在英显村每天能收购1万多
斤。这个行情，也在农户那里得到
了印证。四更镇英显村农户陶永鑫
说，他今年种了6亩圆椒，每亩产量
大概为7000斤，每斤售价在1.5元
左右，这个价格比去年略高。

截至目前，东方市共完成冬季
瓜菜种植面积18万亩，尖椒、茄子
等部分瓜菜已陆续上市，并销往北
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国内各个大
城市。

本报海口1月11日讯（记者良
子 特约记者周平虎）记者今天从省
交警总队获悉，自1月 11日至2月
11日，省交警总队决定在全省开展为
期一个月的“限高、亮尾”交通专项整
治行动。

省交警总队明确，对载货汽车加
高车厢栏板的，要按照相关法规罚款

500元，并一律责令恢复原状；驾驶
人拒绝自行恢复的，依法强制切割；
所驾车辆属于报废、拼装车辆的，一
律予以收缴，强制报废，并处吊销机
动车驾驶证。对未按规定粘贴反光
标识和机动车尾灯不亮的，要对照相
关规定罚款200元和100元。

省交警总队要求，各地交警将组

织执法小分队在重点区域、重点路
段、重点时段开展流动巡逻和机动执
法。对涉及非法改装车辆的维修企
业移交交通运输部门依法查处；涉及
故意使用非法加高车厢栏板运输车
辆的企业场站移交安监部门予以通
报；涉及超限超载的联合公路部门实
施“一超四罚”；涉及阻扰执法、暴力

抗法的移交属地派出所坚决打击。
据介绍，货车改装加高是超限超

载的直接条件，而货车不按规定粘贴
反光标识和尾灯过亮或不亮易引发
追尾事故。为全力预防和减少因超
限超载、车辆追尾引发的较大以上道
路交通事故，省交警总队决定开展此
次专项整治行动。

1月10日，位于万宁的万城镇东方洋常年蔬菜基地，农户在大棚采摘白菜。
据了解，为应对寒潮天气，万宁市物价局及时监控农贸市场蔬菜直销摊位的价格波动，保证市民“菜篮子”价格稳定。农

业局工作人员还帮助大棚种植农户采用薄膜覆盖、建立防寒屏障、熏烟增温等措施，减轻菜田寒害。
万宁现有常年蔬菜基地49个，主要种植菜心、上海青、小白菜、空心菜等30余个品种，常年蔬菜基地露地种植率达

98％，大棚种植率达100％；叶菜种植面积占基地种植面积70％以上；蔬菜自给率达90％以上。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今起全省开展“限高、亮尾”交通专项整治

货车改装加高 拆除并罚款

未按规定还清债务480万元

三亚一“老赖”
被强制拘留15日

本报三亚1月11日电（记者徐慧玲 通讯员
邢莉莉）强制拘留是“老赖”较惧怕的一项强制执
行措施。记者今天从三亚中院获悉，三亚中院于
1月9日完成该市今年第一起司法拘留案件，被执
行人鲁某丽因未履行生效裁决书确定的义务，未
按规定偿还债务480万元及利息，被三亚市拘留
所收押看管。

据了解，在被执行人田某东、鲁某丽、三亚
双品学校、乐东黎族自治县九所新区双品幼儿
园与申请执行人王某刚、杜某平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中，因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裁决书确定的
义务，申请人向三亚中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
期间，三亚中院于 2017 年 8月 31日向被执行
人发出执行通知书，责令其三日内履行债务
480万元及利息、仲裁费38575元、案件执行费
5万余元。

记者获悉，田某东和鲁某丽为夫妻关系。执
行期间，执行局吴忠法官无法联系到田某东，只能
多次与鲁某丽联系沟通，责令其主动履行生效裁
决书义务，被执行人口头承诺履行，但事后并未实
际履行清偿义务。

2018年1月9日上午，执行法官将鲁某丽拘
传至法院。鲁某丽表示，今年2月份可履行本案
50万元债务。经多次沟通，鲁某丽还是找各种借
口拖延执行，执行法官决定当场依法对其采取司
法拘留，并向被执行人鲁某丽送达了司法拘留15
日的决定书。经医院对被执行人鲁某丽体检符合
司法拘留条件后，当日上午将其移交三亚市拘留
所收押看管。

万宁：
大棚蔬菜供应足

东方18万亩
冬季瓜菜陆续上市
价格走俏，远销北上广

三亚查获涉200吨
非法成品油运输案

本报三亚1月11日讯（记者孙婧 通讯员姚
力 王重阳）日前，海南海警二支队查获一起非法
运输成品油案，当场抓获涉案人员5人，非法运油
船2艘，抽油、过驳工具一批，成品油约200余吨，
涉案金额约80余万元。

根据群众报警线索，海警官兵兵分两路，一
队乘4艘舰艇前往三亚东岛附近海域，一队在三
亚港内码头巡查。海陆执法人员联动，共查获海
上两艘装载成品油的可疑船只，以及港内码头正
在通过油船、油罐车进行非法过驳成品油作业的
团伙。

经调查，该团伙涉案人员5名，两艘油船装
载成品油约200余吨，当事人无法提供船舶证
件和运输成品油资质文件，涉嫌非法运输成品
油。该团伙经常通过电话联系，以明显低于市
场的价格从未知渠道购进成品油，并趁深夜行
动，利用油泵将成品油从船上输送到岸上接应
的油罐车。2017年12月以来，该团伙多次非法
将成品油出售给海南沿海作业船，或售往广东
湛江等地。

“以非常低的价格非法运输和销售成品油，是
破坏市场经济的行为，应当依法打击遏制。”执法
人员表示。

海口拉网排查
救助流浪乞讨者
10天救助152人

本报海口1月11日讯（记者梁
君穷 通讯员曾涛）近日，为确保困难
群众温暖过冬，海口市民政局多措并
举进行防御寒冷空气和流感工作，共
发放棉被8000多床，棉大衣5600件，
及其他防寒衣3000多套。

海口发挥部门联动作用对流浪乞
讨人员进行了拉网式排查和全方位的
救助。海口市民政局成立督查小组，
各区成立了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巡
查小组，民政、公安、城管、卫生等多部
门联动，各镇、街道干部及网格员全面
铺开巡查网络。

“1月 1日至10日，我站站内救
助 152 人次，街面巡查劝导 48 人
次。”海口市救助管理站负责人介绍，
除了为留住站内的流浪乞讨人员发
放棉被、防寒衣服，开启制热空调和
电暖器，适当提高伙食标准，还为老
人和孩子煮了姜汤，帮助提高御寒能
力。同时还开展了安全生产、消防知
识讲座，请医务人员讲授为他们预防
流感的小知识。

此外，对不愿意到市救助管理站
的流浪乞讨人员，根据其实际需要，
发放了棉被或防寒衣服和方便面、八
宝粥等食品。

定安剥皮毁林案终于破了
5名嫌疑人因公路林影响其承包的槟榔胡椒而下“黑手”

本报定城 1 月 11 日电 （记者
邓钰 特约记者司玉）日前，定安县
定南线 K4+350m——K5+800m 路
段的 162 株树木被恶意剥皮，面临
枯死危险。今日，记者从定安县森
林公安局获悉，剥皮毁林的 5名犯
罪嫌疑人全部落网，并被依法刑事
拘留。

据了解，案件发生后，由定城派出

所受理案件并开展初查，于1月5日
移交至定安县森林公安局。由于该案
性质恶劣，定安县森林公安局立即开
展侦查，并将案情报告省森林公安局，
由省森林公安局指派专人至定安，成
立专案组进行侦办。定安县委书记陈
军获悉案情后，召开专题会听取案情
侦办进度汇报，并责成定安县森林公
安局限时破案。

经侦查，专案组锁定了王某文（定
安县定城镇芳塘村人）等5名犯罪嫌
疑人，并在定安县公安局的支持下，于
1月 10日晚，抓获犯罪嫌疑人王某
文。经突审，王某文对犯罪事实供认
不讳。1月11日，专案组在定城镇派
出所的配合下，至犯罪嫌疑人所在村
委会召开敦促投案自首会。慑于法律
的威严，犯罪嫌疑人王某福、王某、王

某涛3人于当日，主动向定安县森林
公安局投案自首，主要犯罪嫌疑人王
某飞也于当天下午从藏匿地三亚赶回
定安投案。

经审讯，王某飞等 5 名犯罪嫌
疑人对环剥树皮毁林的犯罪事实供
认不讳。经查明，犯罪嫌疑人王某
飞于2017年 11月承包了案发地段
公路林两侧的槟榔树进行经营生

产，由于两侧的公路林对其承包的
槟榔树、胡椒树荫蔽较大，影响其经
济收入。2017 年 11 月 30 日晚，王
某飞纠集同村的王某文等4名同伙
趁着黑夜，手持钩刀将公路两侧的
176 株公路林环剥树皮，以达到其
致树木死亡目的。目前，5 名犯罪
嫌疑人已被森林公安机关依法采取
刑事拘留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