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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受委托，定于2018年2月27日10时在中拍协在线拍卖平台
（http://paimai.caa123.org.cn）举行网络拍卖会，公开拍卖废柴油
一批，保证金64万元。

竞买人报名要求：
竞买人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企业法人，注册资本不

低于人民币500万元；具备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必须持有行业主
管部门颁发有效的《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核
准的经营方式包括收集、贮存或综合利用，核准的经营废物类别含有
HW08（废矿物油），更多具体要求详见我司网站公告。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8年2月22、23日17时前向我司提交以上
资料复印件三份加盖单位公章并检验原件，经审核符合资质的竞买
人，现场领取竞买须知并确认交回我公司。竞买人需于拍卖日前2
天，登录中拍协在线拍卖平台（http://paimai.caa123.org.cn），注册并

申请参拍。
竞买人需于2018年2月24日16时前将拍卖保证金（由竞买人对

公账户汇出）汇款至我司指定账户，户名：广东华友拍卖行有限公司、
开户行：兴业银行广州东风支行、账号：399000100100132115、用途：
拍卖保证金。

标的展示时间：2018年2月24、26日，详情咨询我司。
资料提交及我司地址：广州市东风中路300号之一金安大厦6楼。
电话：020-83646189、13802767219邵生、18028514632李生
传真：020-83646180 微信：gdhypmh
网址：www.hypmh.cn 公司邮箱：gdhy204618@163.com

广东华友拍卖行有限公司
2018年2月12日

广东华友拍卖行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彩票品种

双色球

七乐彩

3D游戏

快2游戏

中福在线

即开票

快乐三宝

合计

销售金额

31772.03
239.89

1428.92
76913.91
41518.54
1294.60
455.64

153623.53

中奖金额

13703.82
73.86

826.30
52501.95
26294.63

841.49
298.32

94540.37

弃奖金额

407.23
3.06
8.54

23.87
/
/

0.65
443.35

筹集公益金（含弃奖金额）

11845.16
91.82

494.37
15406.66
9134.08
258.92
91.77

37322.78

海南省福利彩票2017年发行销售有关情况公告
根据《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三条规定，现将海南省福利彩票2017

年度发行销售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单位：万元

海南福利彩票“3D”游戏奖池
资金余额为116.74万元,调节基金
余额为 239.33 万元；全国联销统
一派奖的“双色球”、“七乐彩”、“中
福在线”奖池余额和调节基金余额
由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统一
管理并公告。

特此公告
海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18年2月8日

专题 值班主任：邹永晖主编：林容宇 美编：陈海冰

岛民朋友们：
您也许是土生土长的海南人，抑或

是慕名而来、刚刚踏上海南这片热土的
游客。在这里，空气环境质量优良率长
年持续保持在99%以上，“来海南深呼
吸”的共同心愿让我们相聚在天涯海角，

“岛民”的称呼让我们紧密相连。
然而，在春节期间，传统的烟花爆竹

燃放习惯给这座美丽的岛屿带来着诸多
困扰：大量燃放烟花爆竹会使城市空气
中颗粒物、二氧化硫和PM2.5的浓度急

剧增加，造成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急剧下
降，引发呼吸系统疾病；会产生严重的噪
声污染，扰乱居民的正常休息；烟花爆竹
燃放后的碎屑使得城乡垃圾清运量剧

增，给环卫工人带来额外的工作负担。
为此，值此新春佳节即将来临之际，

我们发出如下倡议：
一、从自己做起，春节期间不放或少

放烟花爆竹，以减轻大气污染，过一个环
保、安全、文明的节日。

二、积极宣传燃放烟花爆竹的危害，
劝说家人和朋友，春节期间不买或少买、

不放或少放烟花爆竹，更多地选择环保、
安全、文明的方式表达和营造节日的喜
庆气氛。

三、严格遵守政府关于燃放烟花爆竹的

限制规定，不在明令禁止的公共场所燃放烟
花爆竹，不在深夜或凌晨燃放烟花爆竹。

四、全省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
及其工作人员率先垂范，带头不燃放烟
花爆竹，带动全社会形成崇尚环保的节
日新习俗。

空气环境质量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健
康，少放一支烟花爆竹就少一分污染！
让我们和蓝天一起共度佳节！

海南省生态环境保护厅
2018年2月

和蓝天一起过春节
——关于环保迎春的倡议书

专题 值班主任：邹永晖主编：蔡佳倩 美编：陈海冰关注烟花爆竹安全系列之三

一、烟花爆竹法律知识

（一）许可证制度
国家对烟花爆竹的生产、经营、运输

和燃放活动，实行许可证制度。
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

生产、经营、运输烟花爆竹，不得举办焰
火晚会以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

（二）政府职能分工
公安部门负责运输、燃放环节的监

督管理；安监部门负责生产、经营环节的
监督管理；质量监督检验部门负责质量
监督和进出口检验。

（三）法律责任
1.对未经许可生产、经营烟花爆竹

制品，或者向未取得烟花爆竹安全生产
许可的单位或者个人销售黑火药、烟火
药、引火线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责令停止非法生产、经营活动，处2万元
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没收非法生
产、经营的物品及违法所得。

2.对未经许可经由道路运输烟花爆
竹的，由公安部门责令停止非法运输活
动，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并
没收非法运输的物品及违法所得。

3.非法生产、经营、运输烟花爆竹，
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
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4.对携带烟花爆竹搭乘公共交通工
具，或者邮寄烟花爆竹以及在托运的行
李、包裹、邮件中夹带烟花爆竹的，由公安
部门没收非法携带、邮寄、夹带的烟花爆
竹，并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5.从事烟花爆竹零售的经营者销售
非法生产、经营的烟花爆竹，或者销售按

照国家标准规定应由专业燃放人员燃放
的烟花爆竹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1000元以上
5000元以下的罚款，并没收非法经营的
物品及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烟花
爆竹经营许可证。

二、国家对举报烟花爆竹非
法违法行为实施奖励

2018年1月4日，国家安全监管总
局 财政部关于印发《安全生产领域举报
奖励办法》的通知，该办法自印发之日起
实施。该办法明确，任何单位、组织和个
人（以下统称举报人）有权向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其他负
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举报重
大事故隐患和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举报
重大事故隐患和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

的奖励由原办法的1000元至1万元，提
高到3000元至30万元（奖励按照行政
处罚金额的15%计算）。

三、烟花爆竹产品分级

（一）烟花爆竹按照含药量及所能构
成的危险性大小分为如下四级：

A级：由专业燃放人员在特定的室
外空旷地点燃放、危险性很大的产品。

B级：由专业燃放人员在特定的室
外空旷地点燃放、危险性较大的产品。

C级：适于室外开放空间燃放、危险
性较小的产品。

D级：适于近距离燃放、危险性很小
的产品。

（二）按照对燃放人员要求的不同，
烟花爆竹产品分为个人燃放类和专业燃
放类。

个人燃放类：不需加工安装，普通消
费者可以燃放的C级、D级产品。专业
燃放类：应由取得燃放专业资质人员燃
放的A级、B级产品和需加工安装的C
级、D级产品。

四、烟花爆竹安全燃放知识

1.所有的烟花爆竹产品都应在室外
燃放。

2.严格按照产品上的说明选择符合
要求的场地正确燃放：

①正确选择烟花爆竹的燃放地点，
严禁在繁华街道、剧院等公共场所和山
林、有电的设施下以及靠近易燃易炸物
品的地方进行燃放。

②烟花的燃放不可倒置。
③喷花类、小礼花类、组合类烟花燃

放时，平放地面固牢，燃放中不得出现倒

筒现象，点燃引线人即离开。
④燃放旋转升空及地面旋转烟

花，必须注意周围环境，放置平整地
面，点燃引线后，离开观赏，燃放手持
或线吊类旋转烟花时，手提线头或用
小竹杆吊住棉线，点燃后向前伸，身体
勿近烟花。

⑤手持烟花不应朝地面方向燃放。
⑥爆竹应在屋外空处吊挂燃放，点

燃后切忌将爆竹放在手中，双响炮应直
竖地面，不得横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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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报违规燃放烟花爆竹，人人有责

国家对烟花爆竹的生产、经营、运输和燃放实行许可证制度

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和燃放烟花爆竹将受罚
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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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丁平

2月7日中午，排练完周末要表演
的歌曲，任立谦刚躺下，又被手机短信
吵醒了。发来这条感谢短信的人是学
生代芊妮的妈妈。“代芊妮是一个非常
优秀的孩子，2016年师生音乐会上，
她单独演唱了一首《军营飞来一只百
灵》，让我印象很深刻！”任立谦说。

任立谦是国家一级演员、武警文
工团正师职退休军人，辽宁省沈阳市
人。来琼海定居后，她发挥余热，教老
人和小孩唱歌，给大家带来欢乐的同
时，帮助许多孩子开启了他们的音乐
梦想。

“2009年11月我来海南演出，被
这里的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所吸引，
一下就爱上了海南，在琼海买了一套
房。”任立谦介绍，退休前，每年她只在
休假时来琼海待几天，是一名度假‘候
鸟’。退休后，住的时间越来越长，她
也慢慢融入了当地的生活。

2015年1月，在各方的支持下，
她成立了琼海第一支公益少儿合唱团
——琼海市少儿合唱团，免费招收琼
海市各小学擅长唱歌的学生，教孩子
们唱歌，进行合唱培训。

由于学生的课余时间主要在暑
假、寒假，为了把孩子们教好，合唱团
成立后，她不仅冬天在琼海，夏天也继
续坚守。

如此深情投身于琼海音乐教育事
业，任立谦只为圆孩子们的音乐梦，也
为圆自己一个心愿。“小时候，由于条
件有限，没有机会接触声乐，我是工作
后，因为声音条件好，才被挖去学习声
乐。”任立谦说，党培养了她的专业能
力，她不想琼海的孩子走自己的老路，
虽然退休了，也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
事，为社会做贡献。

排练、上课、演出……合唱团成立
两年多来，任立谦几乎每天都很忙，她
的辛苦付出也有了收获。2016年和
2017年，琼海市少儿合唱团先后两次
成功举办师生音乐会，受到了家长及
社会各界的肯定。合唱团许多学生在
任立谦的悉心教授下，爱上了唱歌，学
业成绩也稳步提升。

“多亏了任老师的少儿合唱团，不
仅让我们学到了专业知识，更培养了
我们团结、自立、健康活泼的性格。”曾
在合唱团学唱歌的代芊妮目前正在读
初一，英语、声乐、绘画等科目门门拔
尖。唱歌是她最大的兴趣爱好。

在琼海，像代芊妮一样，因琼海市
少儿合唱团受益的学子还有许多。

“2017年，我们有7名学生在重点中
学招收特长生的考试中取得了好成
绩，希望她们可以走得更远。”任立谦
欣慰地说。

然而，要把这件善事做下去却并
不容易。2017年10月，琼海市少儿

合唱团运行遇到问题，不得不暂停。
原来，2017年年初，琼海市少儿合唱
团的指挥、钢琴伴奏先后因各种原因
离开。2017年4月起，任立谦一个人
承担起教师、指挥、钢琴伴奏的工作。

“他们离开后，所有事务基本是我一个
人做，压力比较大，不得已只能先停

课。”任立谦说。
合唱团停办了，任立谦还是闲不

住，她仍坚持在琼海市“候鸟”艺术团
带着学员排练歌曲，周末走基层参与
公益演出。但在她心里，依然放不下
那些爱唱歌的孩子，“还是想做少儿声
乐培训，希望不久的将来，能重新开

班。琼海市少儿合唱团是公益性的，
我自己不要工资，但希望有关部门能
在经济上给我们一些支持，让指挥、钢
琴伴奏老师有一些费用。”

接受采访时，任立谦的手机又响
了，来电的又是一位学生家长……

（本报嘉积2月11日电）

国家一级演员任立谦退休定居海南后，成立公益合唱团教孩子们唱歌：

爱心义教托起琼海学子音乐梦

2月9日，琼海嘉积镇万泉雨润小区，“候鸟”任立谦（左一）正在教周围的人如何更好地发声唱歌。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本报海口2月11日讯（记者良
子 通讯员吴海青）记者从2月9日召
开的2018年全省森林公安工作会议
上获悉，2017年全省森林公安机关深
入开展“七个专项行动”“利剑行动”

“霹雳行动”“飓风一号行动”，协调推
进林区生态修复和湿地保护专项行
动，对涉林违法犯罪保持“零容忍”高
压态势，成效显著。

据了解，2017年全省森林公安机
关共受理各类涉林案件1829起，查处
1790起。其中，立刑事案件661起，

侦破643起，抓获犯罪嫌疑人596人，
移送起诉493人。受理林业行政、治
安案件1168起，查处1147起，行政处
罚1138人，罚款495万余元。

一年间，我省各地森林公安机关侦
破了“三亚鹿回头山岭滥伐林木案”、

“文昌茂山村非法占用林地案”等7起国
家森林公安局督办案件，“海口王某勇
盗伐林木案”等10起省森林公安局督
办案件，以及67起重特大案件。据国
家森林公安局通报，2017年我省森林
公安机关民警刑事案件立案数、破案

数、移送起诉数，分别居全国森林公安
机关第4名、第3名和第6名。

据悉，今年海南各级森林公安机
关将强化打击力度，深入开展打击非
法占用林地等“八个专项”行动，推进

“先知先觉”警务模式向纵深发展，向

“打团伙、打系列、打网络”的深度打击
模式转变，努力侦破一批有影响的大
案要案。扎实做好2018年春节、全国

“两会”、“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期间林
区安保维稳及森林防火等工作，确保
全省林区治安大局稳定。

保护绿色生态 严打涉林犯罪

我省森林公安去年查处涉林案件1790起

三亚芒果首次亮相
德国柏林国际果蔬展会

本报三亚2月11日电（记者徐慧玲）记者今
天从三亚市芒果协会获悉，2018年第25届德国
柏林国际水果蔬菜展览会近日开幕，三亚芒果在
该展会中首次亮相。

记者了解到，本届德国柏林国际水果蔬菜展
览会的参展商达2675家，客商流量将近5.8万人
次。开展第一天，三亚芒果展区人气火爆，现场共
有200箱2斤装“三亚芒果”，吸引了多国商人和
果农前来试吃咨询。展会期间，德国、英国、法国、
葡萄牙等国的商家与三亚芒果展商达成了多方面
的合作意向。

三亚市芒果协会会长彭时顿表示，三亚芒果
此次亮相德国柏林国际果蔬展会，进一步提升了
三亚芒果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空中120成功跨省
转运危重病人
从海口飞抵广州仅用时151分钟

本报海口2月11日讯（记者符王润）今天中
午13时20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回响在海南医
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以下简称海医二附院）急诊科
内，经由急诊通道直至停机坪，经过专业航空医疗
救援培训的海医二附院医护人员，将一名危重病
人送上了急救直升机，并全程陪同。

13时28分，一切准备就绪，金汇“空中120”救
援直升机从海医二附院停机坪出发，直飞广州。
15时59分，病人安全在金汇通航广州基地降落，
全程用时151分钟。这是全国首例空中120横跨
琼州海峡跨省转运，直线距离500多公里，转运时
间从地面的最快10小时缩短为2个半小时。

据悉，患者杨某经诊断为感染性休克，下肢动
脉血栓，左下肢水肿严重。目前生命体征平稳，意
识清醒。按照患者的身体状况，转省外医院对治
疗效果及愈后会更好。医院经与广州医科大附属
第二医院联系协调，以及与家属的沟通，决定对患
者采用空中急救方式进行转诊。

据悉，海医二附院是海南省首个空中直升机
医疗救援基地医院。2017年1月20日的正式启
用，标志着海南省全面进入航空医疗救援新时代，
推进海南省航空医疗救援事业发展，填补海南省
航空医疗应急救援空白，构建海南省突发事件陆
海空立体的医疗救援体系。截至目前，海医二附
院急诊科医生及护士分三批次分别参加国家紧急
救援队空中救援专业培训。2017年1月至今，已
成功转运患者2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