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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快语

本报金江1月24日电（记者宗
兆宣）澄迈县是全国商标战略实施示
范县和我省“商标富农”工程示范县，
但一些商户却公然销售侵权商品，受
害企业无奈之下向当地相关部门进
行举报。近日，为维护商标权所有人
的合法权益，澄迈县工商部门开展了
商标维权专项行动，对7家商户所销

售的499件涉案商品依法进行扣押
并立案调查，同时下架侵权商品60
余件。

1月5日，湖南胖哥食品有限责任
公司打假人员举报澄迈县有多家商户
涉嫌销售侵权商品，澄迈县工商局接
报后高度重视，立即组织执法人员开
展商标维权专项行动。执法人员分成

两个小组，在湖南胖哥食品有限责任
公司打假人员的配合下，先后对澄迈
县永发、福山、瑞溪、长安等乡镇涉嫌
销售假冒“胖哥”“天生有范”牌食用槟
榔商品的店铺进行检查。共计检查涉
嫌销售侵权商品的经营商户20家，按
照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责令涉
嫌违法行为较轻的商家立即进行整

改，累计下架侵权商品60余件；对影
响较大的7家商户所销售的499件涉
案商品依法进行扣押并立案调查。目
前，7宗案件中，已有4宗下达了行政
处罚决定书。

据了解，澄迈县自2009年实施
“商标富农”工程以来，精心培育和
打造了澄迈福橙、福山咖啡、白莲

鹅、桥头地瓜、无籽蜜柚、加乐山茶
油、羊山地黑山羊、恒怡莲雾等一批
省内外知名的农产品品牌，促进了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澄迈县注册
商标数量由2009年的348件增长到
了2017年的2659件，农业总产值由
2008年的30.13亿元增长到2016年
116亿元。

企业举报商户销售侵权商品，澄迈工商开展商标维权专项行动

7家商户被立案调查 499件商品被扣押

百姓难题 政府帮忙

热线答询

谁来救助
落在小区的两只幼鸟？
海口市一市民拨打省政府综合服务热线

12345反映：
自己是住在海口市琼山区振发路教师佳园

小区的居民，小区内突然出现两只眼睛像猫头鹰
的幼鸟，无法正常飞行，请相关部门进行救助。

海口市林业局回复：
接报后海口市林业局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联

系该市民，并于当天中午赶到现场，发现是两只
领角鸮幼鸟，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林业局
工作人员已将这两只领角鸮带回进行观察，如
果幼鸟身体状况良好就进行野外放生，感谢市
民对林业工作的支持。

屯昌县一司机拨打省政府综合服务热线
12345反映：

自己从海口市开车前往屯昌县，发现海南
中线高速路面（南渡江大桥附近路段）掉落好几
个装满沙土的编织袋，存在很大安全隐患，请相
关部门及时处置。

省交通运输厅回复：
省交通运输厅第一时间联系高速公路养护

单位的工作人员到现场核实，发现情况属实，养
护工作人员现场进行清理，在最短时间内完成
路面障碍的清理工作，已排除了安全隐患。

（本报记者 宗兆宣 综合整理）

装满沙土的编织袋
掉落路面谁来清理？

三亚市一市民拨打省政府综合服务热线
12345反映：

自己在三亚市解放路快乐食客自助餐厅用
餐，喝了该餐厅冰箱里的加多宝，却发现是过期
饮料，希望相关部门及时处置。

三亚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回复：
三亚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第一时间

联系投诉者并赶到快乐食客餐厅进行调查，发现投诉
者反映情况属实，执法人员当场开展取证工作，后续
将对该餐厅作出进一步处理。经餐厅和投诉者现场
协商，由该餐厅对投诉者一行人免单，并赔偿人民币
1000元。

餐厅销售过期饮料
谁来管？

海口市一市民拨打省政府综合服务热线
12345反映：

自己是住在海口市龙华区面前坡路振海小区
的业主，拆迁公司工作人员把拆迁垃圾全部放在
了所住小区的院子里，严重影响周边居民生活。

海口面前坡片区改造项目指挥部回复：
经现场核实，并与投诉市民对接，面前坡

片区改造项目指挥部已安排拆迁公司对该地
进行平整。根据与市民的沟通和工作安排，面
前坡片区改造项目指挥部会在存放垃圾的地
方专门搭建新围挡。由于该区域属于征收片
区内，无法做到一尘不染，希望市民谅解。

小区院子
为何成了垃圾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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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进行时

省图书馆举办
寒假“公益小课堂”
开设32个免费培训班

本报海口1月24日讯（记者尤梦瑜 实习生
符桃心）寒假如期而至，1月22日海南省图书馆
2018年寒假“公益小课堂”活动正式启动，32个
培训班带来手工、英语等多种培训内容，丰富了少
年儿童的假期文化生活。

此次活动开设儿童艺术手工、儿童科学手工、
国画、汉服欣赏、乐高搭建、亲子音乐启蒙素养、少
儿茶艺、剪纸、传统服饰工艺制作等32个培训班，
10余家社会专业机构无偿参与培训，免费提供师
资和课程方案。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培训给环卫
工人子女、低收入家庭子女及军人子女和残疾儿
童等免费提供相关材料。

欢迎扫描
关注海报读者俱乐部

服务读者需求
改善读者体验

本报海口1月24日讯（记者陈
雪怡 通讯员尹建军）今天，2018年全
省国土资源工作会议在海口市召
开。会议全面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省国土资源工作，明确未来五年工
作思路，部署2018年工作任务。记
者获悉，今年我省将开展违法用地治
理专项行动，严厉查处和打击违法违
规用地行为，特别是对破坏和逾越永
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
发边界三条控制线的违法用地行为
进行严厉查处。同时，全面清理整顿
土地二级市场，严厉打击和查处违法

圈占土地、违法炒买炒卖土地行为，
严防以股权转让等方式变相规避土
地转让审批行为。

国土资源，是国家和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的基础要素。2018年，我省国
土资源工作的重点任务包括：强化国
土空间用途管控，实施“多规合一”下
国土空间管控体系，不断优化国土空
间开发格局，严格海岸带建设用地审
批管理，加强海岸带保护和开发管控；
实施土地利用效益提升行动，以惜土
如金的理念用好每一寸土地，从土地
供应源头严把关口，严格执行净地供

应制度，积极引导新增建设用地向开
发效益高的地区和行业集中，建立起
新的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测算与分
配机制，更新和细化产业用地基准地
价，扶持重点产业发展，降低产业用地
保有成本，同时深化实施“两个暂停”
政策，严格土地用途管制，将土地矿产
二级市场交易活动一并纳入全省土地
矿产交易市场统一监管；大力推进乡
村振兴战略实施，深入推进国土资源
重点领域改革，统筹推进农村土地征
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

“三块地”改革试点，推进房地一体的

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确权登记
工作；构建现代化耕地保护体系，推进
耕地数量、质量、生态、效益“四位一
体”保护，完善我省耕地保护责任目标
考核制度，实施耕地占补平衡制度改
革，建成全省统一的补充耕地指标交
易市场，发挥土地整治“1+N”综合效
应，研究建立符合我省实际需求的土
地整治标准化工程技术规范及示范应
用体系，提高土地整治项目效益，助推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同时，省国土资源厅还将开展第
三次全国土地调查工作，开展自然资

源资产统一确权登记，选定2至3个
市县开展试点，明晰自然资源资产产
权主体和行使代表，形成可在全省推
广的试点经验；发展绿色矿业，推进矿
产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深
化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清理整顿，推进
绿色矿山建设；强化市县政府国土资
源管理主体责任，将耕地和永久基本
农田保护情况、单位GDP建设用地消
耗量下降、违法占用或破坏海岸带资
源等指标，列入市县经济社会发展考
核指标体系与离任审计内容等。”省国
土资源厅相关负责人说。

今年我省将开展违法用地治理专项行动，惜土如金用好用活每一寸土地

严厉查处和打击违法违规用地行为

■ 侯小健

发展产业，能让贫困户脱贫。务
工，也是贫困户增收脱贫的渠道。

去年5月，临高县采取“贫困户+
村委会+公司”的合作模式，将9个镇
1906户8415名贫困群众的产业扶贫

资金4636.8万元，作为股金注入临高
海丰养殖发展有限公司。公司自主
经营，每年按照约定的比例向贫困户
发放股金收益，而且还开发就业岗
位，吸纳贫困户到公司就业。“我在公
司打工每个月能领到近4000元工资，
而且入股了还能领股金，脱贫没问
题！”贫困户符隆道信心满满。

给“钱”给“物”的“输血式”扶贫

不能让贫困户长久脱贫，相较而言，
给“事”是脱贫的一条有效途径。就
业是长远、有效的扶贫方式。贫困户
有了相对固定的岗位，就有了相对稳
定的收入来源，脱贫也就更有保障，
正所谓“一人就业，全家脱贫”。从这
个意义上说，“打工脱贫”路宽长。

贫困户就业，路在何方？这就要求
我们把促进贫困人口就业作为一项重要

的攻坚任务来抓。政企应联手搭建贫困
户就业平台，多点发力，打通就业脱贫路
径，促进贫困家庭实现就业脱贫。

具体来说，政府有关部门要将贫
困地区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作为精
准扶贫的突破口，加大信息对接和务
工培训力度，采取就近办班、按需施
教、专家授课、推荐就业等形式，有针
对性地举办各种职业技能培训班。

同时，组织人员进村入户讲解就
业政策，面向贫困户举办扶贫专项招
聘会，推送就业岗位，使就业政策、岗
位信息与贫困家庭“零距离”对接。

重点要安置无法离乡、无业可扶、
无力脱贫的“三无”农村贫困劳动力就
业，依托农业实体、各类农民专业合作
社，就近转移贫困劳动力就业，让就业
增收成为贫困户的又一脱贫渠道。

本报海口1月24日讯（记者郭
萃 实习生洪雨 通讯员徐家启）最近，
网约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通过率低
成为海口市民热议的话题。记者24
日从海口市交通运输与港航管理局获
悉，为深化“互联网+政务”服务，该局
近日联合海口市科工信局推出网约车

驾驶员考试新模式，想当网约车驾驶
员的市民可通过“椰城市民云”APP
公共服务类版块进行全国公共科目题
库和海口区域题库模拟考试。手机上
的正式考试一个月以后开始实行。

据了解，网约车驾驶员从业资格
考试包含全国公共科目考试和区域科

目考试，满分100分，两个科目各占
50分，均得分40分及以上为合格。
为推进海口市网约车健康、稳定、有序
发展，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变化的交
通需求，海口市通过“椰城市民云”推
出网约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全国公
共科目题库和网约车海口区域题库模

拟考试，为网约车驾驶员营造良好的
备考条件，提高应试通过率。模拟考
试中，全国公共科目考试题库共有
500道题，考试时随机抽取50道，每
题1分，答题时间为50分钟；区域科
目考试题库共有200道题，考试时随
机抽取50道，每题1分，答题时间为

50分钟。
下一步，海口市交通运输与港航

管理局将联合相关部门继续研究推行
线上报名、审核、考试等一站式服务，
为市民从事网约车行业提供便利条
件，让市民享受智慧海口建设带来的
获得感。

“椰城市民云”推出新服务

想当网约车驾驶员 可在手机上模拟考试

多点发力 打通就业脱贫路径

省食药监局严厉打击食品安全
网络谣言

去年海南5人因发布
食品安全谣言被查

本报海口1月24日讯（记者罗霞 通讯员贺
澜起 祝贺）记者今天从海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获悉，2017年省食药监局落实政协提案建议，
严厉打击食品安全网络谣言，全省有5人因发布
食品安全谣言被行政拘留或罚款。

针对食品安全网络谣言困扰消费者、破坏污
染网络环境、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中国民主建国
会海南省委员会于2017年在政协海南省第六届
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提出了《关于严厉打击食品网
络谣言的建议》，建议严惩有关食品安全的网络造
谣、传谣行为。省食药监局认真研究落实提案提
出的建议，联合公安部门严厉打击食品安全网络
谣言发布者。2017年全省有5人因发布食品安
全谣言被行政拘留或罚款。

据悉，2017年省食药监局坚持高标准、严要
求，确保了承办的8件人大建议与24件政协提案
高质量按期办结。一是强化责任抓落实，对承办
的建议和提案认真研究，逐件确定责任人，明确办
理程序、时限和要求，确保落到实处。二是力求实
效、保质量，以办理工作为契机，下功夫解决实际
问题，当前可以解决的，结合年度工作计划和日常
管理工作，统筹安排解决，对前瞻性的建议，进行
研究探讨，暂时不能解决的，逐步创造条件解决；
对涉及到多部门的问题，主动协调解决。

三亚海棠湾
水稻国家公园开园
十大亮点产品引关注

本报三亚1月24日电（记者林诗婷 实习生
李家鑫）今天上午，三亚市因地制宜打造的大型农
旅融合景区——海棠湾水稻国家公园正式开园，
来自政府相关部门、科研机构、旅游行业的相关负
责人，以及当地村民、游客等上千人参加了开园庆
典活动。

今天，水稻国家公园内，千亩花海芳香四溢，
丛林田野中鸡鸭成群，稻田里绿意青葱，上千名三
亚市民游客在园区内怡然漫步、拍照采风。据悉，
水稻国家公园一期规划面积3800亩，计划总投资
23亿元人民币，此次开园，该公园推出了稻田花海
景观、全球首个大型中国恐龙科普基地、田野狂欢
实景演艺、大型婚庆一站式基地、亲子乐园、稻田温
泉景观、共享农庄村人易物线下体验基地、大型房
车体验中心、稻田盛宴海鲜广场以及禾下乘凉艺术
造型游客服务中心等十大亮点产品，打造农旅融合
的发展新模式，盘活农村资源，带动村民致富。

根据规划，水稻国家公园还将陆续建设打造
稻作文化广场、中国水稻—农耕文化博物馆、袁
隆平国家水稻研发中心、水稻风情小镇、水稻论坛
酒店等，挖掘中国农耕文明、稻作文化，展示中国
水稻科学技术发展，打造农业生态创新旅游产品。

开园当天，三亚正式开设4条公交线路，设置
水稻国家公园公交站点；同时，水稻国家公园至
海棠湾穿梭巴士正式开行，提升旅游交通便利性。

近日，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红毛
镇合老村刚刚建成了爱情广场，乡村
美景，吸引游客纷至沓来。

据介绍，合老村是琼中易地扶贫
搬迁的重点村庄。2016年，琼中县
委、县政府决定，采取集中安置方式，
将该村44户165人“异地搬迁”至新
安置村庄。政府统一修建了独具民族
特色的楼房。

合老村村民搬迁入住后，村里的
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还因地制宜发
展旅游业，增加村民收入，巩固扶贫成
果。将来，该村还将建设五指山观山
点和酒店，以吸引更多的游客。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朱德权 秦海灵 摄

南航春运期间计划
在琼投入航班6900班次

本报海口1月24日讯（记者王玉洁 通讯员
陈佳薇 楚洪雨）2018年春运将于2月1日开始，3
月12日结束。为满足春运期间旅客需求，南方航
空近期计划在海南投入航班近6900班次，并在三
亚—北京、三亚—上海等热门航线投放A330、
B777等大机型飞机。

据悉，南航今年计划在海南增加约650班
次航班，运力主要集中在海南飞往广州、南昌、
郑州等城市的航线。此外，南航春运期间宽体
机保障预计达到700班次，增加座位投放约6.5
万个。其中，三亚—北京航线每日投入5班宽
体机，海口—深圳、三亚—上海、三亚—成都、
三亚—乌鲁木齐等航线每日投入一班宽体机。

从目前南航在海南的销售情况看，海南飞往
上海、北京、广州、贵阳、深圳等地的航线较为热
门。为缓解高峰压力，南航还推出反向错峰出行
超值机票，节前海口—广州、海口—深圳、海口—
上海、海口—杭州等航线机票价格均低至4折。

琼中合老村
吃上“旅游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