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强力推进扫黑除恶专项行动
■ 打击处置“全能神”邪教组织专项行动

■ 打击防范非法集资等涉众型经济犯罪专项行动
■ 打击整治枪爆违法犯罪专项行动

■ 严打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专项行动
■ 网上秩序打击整治专项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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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府检查组
在海口检查春运安全工作

本报海口2月8日讯（记者良子 特约记者宋洪
涛 通讯员王坤）今天，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范华平
率队在海口实地检查春运安全工作，并代表省政府看
望慰问一线的执勤民警、部队官兵和工作人员。范华
平强调，负责春运安全工作的相关部门和单位要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周密部署，落实责任，作好全方位应急
处置，合理安排春运值班值守，安全高效地完成工作，
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确保广
大群众和游客过一个安全祥和的新春佳节。

省政府办公厅、省安监局、省公安厅有关负责人参
加检查。检查组一行先后来到海口火车东站、海口汽
车客运总站、美兰机场、秀英码头以及海口交警春运服
务点，实地查看了旅客安检通道、候车大厅以及安保执
勤点等，认真查看了安检记录和设备运行情况，听取了
相关单位关于春运期间客流量和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
报，详细了解了安保警力分布、值班备勤等情况。

范华平要求，要清醒地认识到“安全只有昨天，没
有今天、明天”，以最高的工作要求、最严的安全措施、
最好的精神状态做好我省春运安全工作；认真履职、
严格按照规范把好安检关，不能有丝毫疏漏；加强春
运场所的外围、内部以及安检通道三道防线的检查巡
逻力度；严查安全隐患，发现问题及时整改，确保春运
期间乘客的生命财产安全和运输生产安全。

围绕我省绿色产业发展情况

驻琼全国人大代表
开展集中视察

本报海口2月8日讯（记者李磊）根据代表法的
规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组织全国人大
代表集中视察的通知》要求，省人大常委会定于2月
8日至11日，组织驻琼十二届、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组成视察组对我省绿色产业发展情况进行视察。今
天上午，视察组在海口听取了省政府相关汇报。

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罗保铭，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许俊，省政协副主席李国梁、王勇，全国
人大常委会委员符跃兰，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委员符
兴，武警海南总队原政委戴金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
员、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如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部长吕薇等驻
琼十二届、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共23名，以及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林北川、秘书长屈建民出席汇报会。

副省长刘平治代表省政府作了关于海南省绿色产
业发展情况的汇报。会议指出，近年来，海南重点培育
发展旅游业、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等十二个产业为重点的
绿色产业，制定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措施，加强对产
业发展规划的编制实施、政策扶持和资金投入，进一步
推动了经济向高质量发展。去年全省12个重点产业实
现增加值3291.56亿元，占GDP比重达到73.76%。旅
游、互联网等7个产业均实现两位数增长。

汇报会结束后，代表视察组将前往海口、陵水展
开为期3天的集中视察。

本报三亚2月8日电 （记者尤
梦瑜）距离央视狗年春晚上演还有一
周，届时，首次成为央视春晚分会场
之一的海南将以怎样的面貌在全国
观众面前亮相，成为全省人民关注的
热点。记者今天从央视狗年春晚海
南分会场组委会了解到，海南分会场
的演出将从舞美、节目、氛围营造等

多个方面突出海南元素，让全国观众
在椰风海韵中感受年味的同时，也以

“央视春晚·海南舞台”为建省办经济
特区30周年的海南再添靓色。

海南分会场选址三亚国际邮轮
港，邮轮帆船，缤纷霓虹，这一地点的
选择让海南国际旅游岛的时尚气息
笼罩整个分会场。炫丽的声光电等

诸多现代科技手段，不仅为舞台增添
喜庆氛围，更突出展示海南高端旅
游产业发展与城市国际化发展成
果。同时，作为三亚近年来国际化
发展的一张重要“名片”，世界小姐
也将走上分会场舞台。海上丝路，
音符曼妙，据悉，分会场节目中会出
现钢琴等元素，映衬三亚这一海滨

城市的文化气质。
魅力琼岛，风情万种。除了彰显

海南“国际范”，少数民族特色文化也
是分会场演出中的重要元素。海南
人民熟知的竹竿舞、斗笠舞等都将在
央视春晚海南分会场导演组的创新
下进行全新演绎。据悉，音乐节目方
面也加入了浓郁的海南元素，许多耳

熟能详的海南歌曲旋律将在分会场
舞台上响起。

冬日里的三亚是中外游客的度
假天堂，大海、沙滩、椰树等人们印象
中的美丽海南“符号”也将成为此次
分会场舞美呈现中的一部分。导演
组将以歌舞等多种形式还原旅游休
闲场景，擦亮海南国际旅游岛名片。

民族歌舞 都市时尚 海岸生活

央视春晚海南分会场突出海南元素

李锋当选陵水黎族自治县县长
本报椰林2月8日电（记者李艳玫 通讯员陈

冰 陈思国）昨天上午，陵水黎族自治县第十五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闭幕，李锋当选为陵水黎族
自治县人民政府县长，王家俊当选为陵水黎族自治
县监察委员会主任。

本报临城2月8日电 （记者陈
蔚林）红灯笼挂起来，红对联贴起
来。今天下午，省委宣传部、省文联
组织的“红色文艺轻骑兵”一行走进
临高县博厚镇大雅村，给村里增添了
几分春节将至的喜庆气氛。

大雅村是省委宣传部的扶贫
点，下午3时起，省书法家协会、临

高县书法家协会的书法家们就来到
这里，为村民们挥毫书写春联和

“福”字。村民们领取春联的热情很
高，不少人希望在春联中出现与“脱
贫致富”有关的内容。临高县书法
家协会主席王学愿说：“我们一幅接
着一幅写，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

“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

家文艺演出更是将大雅村的迎新气
氛推上高潮。朗诵、歌伴舞、音乐快
板、萨克斯独奏等精彩节目一一上
演，引得村民们携儿带女，将舞台围
得满满当当，有的村民还久久举着手
机，把精彩的节目录制下来。

“我今天刚好回娘家，碰上了这
么好的活动，真是太高兴了。”村民王

燕灵抱着女儿，饶有兴趣地欣赏川剧
变脸节目，“这些节目质量很高，感觉
不老套、很新鲜、很用心。”她注意到，
音乐快板《十九大精神放光彩》、四重
唱《扶贫利国利民》等节目，把党的十
九大精神和国家扶贫政策巧妙地融
了进去，“这样讲道理，我们听得明
白，也记得下、传得开！”

“红色文艺轻骑兵”走进临高县大雅村

送欢乐下基层 送温暖到心间
周文彰除夕书法展
周六开展

本报海口 2月 8日讯 （记者
陈蔚林）周文彰除夕书法展将于2
月 10日上午 10时在海口国新书
苑（海口骑楼老街水巷口 56 号）
正式开展。展览将展出 50 余幅
书法作品，向市民免费开放至 2
月24日。

周文彰，1953 年 8 月出生，
1988年获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
学位，是海南省有突出贡献优秀专
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他
长期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教学
工作，发表了大量论文和文章，出版
了10多部专著和译著，现为国家行
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
人民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博士生导
师，中央国家机关书协副主席，曾任
第六届中国书协理事。

2003年以来，周文彰利用业余
时间坚持书法学习和书法创作。此
前，周文彰除夕书法作品展和周文
彰旅途书法作品展先后于2010年
和2013年在北京举办。

关注新春文体活动

广告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口龙华支公司自2018年

1月26日乔迁至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大道105号百方大

厦32F，联系电话：0898-36383670。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国贸支公司因业务发展

需要，自2018年1月26日营业场所进行扩租，扩租后地址名

称变更为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国贸路32号周昌大厦第三层

3-A、3-B、3-C、3-D（国美电器楼上），联系电话：0898-

66796318。

由于地址变更带来不便，敬请谅解。详细了解可电话咨

询。

迁 址 公 告 海南日报社印刷厂2018年度油墨和PS版中标公告
本招标项目海南日报社印刷厂2018年度油墨和PS版采购（项目

编号：HNRBYSC-2018-1，HNRBYSC-2018-2）已按照招标文件
确定的评标办法和有关法规要求完成开评标工作，经评标委员会评
议，中标结果如下：

黑墨：第一中标人：深圳迪爱生化学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人：海
南友力润商贸有限公司

彩墨：第一中标人：深圳迪爱生化学有限公司；第二中标人：上海
喜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UV版：第一中标人：上海喜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第二中标人：
乐凯华光南阳销售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紫激光版：第一中标人：深圳市燕新鹏实业有限公司；第二中标
人：乐凯华光南阳销售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中标公告期：2018年2月9日至2018年2月11日，如对中标人有异
议的，可在公告时限内向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公开采购委员会署名投诉。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陈先生0898-66810838

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编号：【2017】第16号

阮召财身份证号：460002197905145811
2008年8月1日入职海南报业发行有限公司，从事发行业

务员工作，于2010年1月29日，签订无固定期劳动合同，现因你
屡次不及时上交报款且给订户开具上下联的内容和金额不一致
的发票（即鸳鸯单），严重违反规章制度，给我公司及集团形象、
声誉带来诸多负面影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
三十九条第二点和《发行中心财务管理规定》，现公司决定与你
解除劳动合同，双方劳动关系于2018年2月8日起终止，即日起
你所从事的一切活动与我司无关。

特此通知。
联系人：王方，66810745。

海南报业发行有限公司
2018年2月7日

招商公告
现有海南澄迈老城经济开发区一期厂房及厂

区土地，厂区占地63亩，厂房建筑面积10512平方

米，其他建筑1500平方米，现向社会寻求合作伙

伴。有意者请到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社新

闻大厦12楼经管办领取该项目的相关资料。

咨询电话：翁先生：手机号码：13322095818

李先生：手机号码：13807598528

韩先生：固定电话：0898-66810056

手机号码：15208958697

本报海口2月8日讯（记者良子
特约记者宋洪涛 通讯员王坤）今天下
午，省公安厅召开全省公安机关视频会
议，对扫黑除恶等六个专项行动及春节
和全国“两会”期间安保维稳工作进行
动员部署。副省长、公安厅厅长范华平
在会上强调，全省各级公安机关要适应
新时代新要求，认真谋划好今年公安工
作，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更实的
作风，扎实做好六个专项行动及春节和
全国“两会”、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建省
办经济特区3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维护
稳定等各项重点工作，把中央和公安部
党委工作部署落到实处，确保全省社会
政治和治安大局稳定，奋力开创新时代
海南公安工作新局面。

六个专项行动是：强力推进扫黑
除恶专项行动、打击处置“全能神”邪
教组织专项行动、打击防范非法集资

等涉众型经济犯罪专项行动、打击整
治枪爆违法犯罪专项行动、严打电信
网络诈骗犯罪专项行动、网上秩序打
击整治专项行动。

会议强调，全省公安机关各级领
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提升
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中央、公安部党委、省委、省
政府和省公安厅党委的决策部署上
来，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以

坚定的决心和意志，投入六个专项行
动，全力确保全省社会大局稳定，增强
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同
时，注重打防并举，确保专项行动取得
预期成果，要坚持依法办案，提升公安
机关执法办案水平，并强化组织领导，
着力形成专项行动强大合力；采取过硬
措施，全面确保春节和全国“两会”期间
政治稳定、社会安宁，准确研判当前维
护稳定工作面临的形势特点，真正做实

春节和全国“两会”期间维护稳定工作：
坚决做到打击违法犯罪力度更大、社会
面治安防控机制更健全、公共安全管理
手段更管用，针对节日期间“大客流”

“大车流”特点，继续深化“源头管、入口
堵、路上查”和“六个必须”工作机制，加
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旅游景区治安管
理和交通疏导，坚决防止发生群死群伤
的道路交通事故。针对节日特点，突出
宾馆酒店、旅游场所、商业促销、“候鸟”

住宅小区和大型活动举办场所的消防
安全检查，严格落实燃放烟花爆竹管控
措施和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六不准”，
加强消防安全宣传和微型消防站建设，
坚决防止发生重特大火灾事故和小火
亡人事故。针对春节期间群众性活动
多的特点，严格落实安全管理措施，坚
决防止发生拥挤踩踏等治安灾害事故，
全面确保春节和全国“两会”期间政治
稳定、社会安宁。

省公安厅部署六个专项行动

本报海口2月8日讯 （记者尤
梦瑜 实习生符桃心 通讯员许火珠）
今天上午，省图书馆携手省国学教
育协会在省图书馆海文书院创办的
国学堂正式开讲。首场讲座邀请央
视《百家讲坛》主讲嘉宾、省国学教
育协会专家刘兴林教授主讲“春节

史话”，让读者进一步了解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

活动现场，在海口孔子学堂老师
的指导下，读者现场体验了古典书院
的教学和礼仪。诸师生以鲜花雅乐、
束脩六礼，告拜先师，以申诚敬之
心。海口童学馆的小朋友们还为现

场观众带来了“暖茶迎春”的传统茶
道表演。

随后，刘兴林立足于“我们的节
日”这一主题，生动讲述了春节的起源
和历史变迁，让读者体会到了中华民
族难以割舍的执着情怀和文化信念。

据介绍，省图书馆在海文书院创

办国学堂，目的是以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通过开展国
学普及工程，为公众学习中华传统文
化搭建平台，进一步提升市民文化内
涵，推动文化惠民工程。之后，国学
堂还会为读者带来更多与中华历史
文化、优秀传统有关的讲座。

省图海文书院年味浓 国学讲座话春节礼俗

专题 值班主任：黄畅学 主编：陈彬 美编：陈海冰关注烟花爆竹安全系列之二

案例1：湖南省岳阳市中南大
市场“1·24”烟花爆竹较大生产安
全责任事故

2017 年 1 月 24 日 21 时 05 分，岳
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南大市场A4栋
101号门店发生一起涉及烟花爆竹非
法经营的较大烟花爆竹火灾事故，事
故造成6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766.6
万元。

事故的直接原因是工作人员在门店
西北角试放烟花时倒筒，燃烧的效果件
冲射引燃门面外堆垛的烟花引发事故；
间接原因是该门店在未取得《烟花爆竹
经营（零售）许可证》情况下，在门面和门
面外占道非法零售烟花爆竹，在门面和

旁边楼梯间存储烟花爆竹实物，违规在
中南大市场内燃放烟花爆竹；监管部门
存在“打非”不力问题。

案例2：陕西富平县祥乐花炮
制造有限责任公司“6·24”烟花
爆竹较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2017年6月24日20时15分左右，
富平县祥乐花炮制造有限责任公司插引
工在违规生产作业过程中发生燃烧爆炸
事故，造成4人死亡，是一起因企业违法
违规生产作业引发的烟花爆竹较大生产
安全责任事故。

事故的直接原因是祥乐花炮公司
操作工李金珠在15号工房插引生产过
程中，因摩擦或碰撞操作不慎引发引

火线和零散爆竹起火造成燃烧爆炸。
事故的间接原因是祥乐花炮公司违法
违规组织生产。一是“三超一改”现象
严重（超范围、超定员、超药量，改变厂
房用途）；二是存在严重的分包行为；三
是严重违反爆竹生产工艺流程；四是违
规使用员工；五是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未
落实。另外，当地政府及相关部门监管
不力也是引发事故的原因。

案例3：湖南省常德市临澧县
民泰黑火药有限责任公司“5·16”
较大爆炸事故

2017年5月16日14时左右，湖南
省常德市临澧县民泰黑火药有限责任公
司妙音分公司发生爆炸事故，造成5人

死亡、1人受伤。该起事故伤亡惨重、影
响恶劣，暴露出企业安全生产基础差、作
业现场管理混乱、作业人员控制不严、超
药量生产、设备维护不到位以及基层烟
花爆竹安全监督检查不严格、执法处罚
不严厉等突出问题。

案例4：江西省萍乡市上栗县
凤林出口花炮厂“9·22”较大爆
炸事故

2017年9月22日21时20分左右，
位于江西省萍乡市上栗县金山镇的凤林
出口花炮厂发生爆炸事故，造成7人死
亡。据调查，该企业存在安全隐患且整
改落实不到位，在当地安全监管部门责
令该企业停产、并张贴封条情况下，该企

业不顾停产指令，擅自拆启封条，违法组
织生产。经现场勘查和初步分析，该企
业违规使用混装药封口一体机进行组合
烟花内筒二次装药，药量严重超标，且生
产作业现场超员超量。

案例5：河北省衡水市一小孩
燃放烟花引爆化粪池导致身亡

2017年1月22日19时许，河北省
衡水市鑫城华居小区内，一名7岁男孩
在化粪池井盖周围燃放烟花，致化粪池
内气体被引爆，男孩经抢救无效死亡。
通常情况下，城市下水道的大量有机物
代谢，会产生甲烷（沼气）、硫化氢、氨气
等可燃性气体，这些气体在遇到明火和
空气时，极易发生燃烧和爆炸。长期废

弃密封的井体，爆炸的威力会更大。在
农村，长期废弃的井体不仅仅有下水道，
还有粪池、沼气池等，一旦遇到明火，爆
炸的威力不亚于一颗炮弹。春节将至，
一些调皮的小孩喜欢将鞭炮丢进瓶瓶罐
罐里或者扔进水沟下水道，想要看爆破
的样子，家长们千万要看紧并教育自己
的小孩，尤其是有沼气聚集的下水道，千
万不能往下扔爆竹。

各地烟花爆竹行业生产安全责任事故时有发生，爆炸现场、人员伤亡、财产损失让人触目惊心

血的教训，请不要再用生命来验证

举报违规燃放烟花爆竹，人人有责

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宣

非法生产、经营烟花爆竹

举报电话：12345

非法运输、储存和燃放烟花爆竹

举报电话：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