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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嘉积4月27日电（记者丁
平）“奔跑海南”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周年环岛健跑活动（琼海站）4月
28日开跑。记者今天从“奔跑海南”
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环岛健
跑活动组委会获悉，参赛者将于4月
28日8时从琼海市万泉河广场出发，
可在奔跑中，沿途欣赏万泉河美丽风
光，感受琼海城市发展变化。

本次比赛，每位选手佩戴计时
含芯片的号码簿，通过统一的计时

系统进行完赛计时。最终每个人的
完赛里程都会累积进整体里程数
中。同时，现场还有赛事裁判，进行
赛事监督。

计时办法为：10公里项目采用
感应器计时系统，组委会提供一次性
计时芯片；在起终点设有计时地毯，
选手须逐一通过地面的计时地毯，参
赛选手缺少任何一个计时点的成绩，
将不予排名；除起点外，参赛选手之
间两个芯片在计时点的成绩差少于

0.1秒，将取消相关者的成绩；本次比
赛一枪出发，发令枪响开始计时。

为了保证参赛运动员比赛安全、顺
利，比赛期间比赛路线各段设关门时
间，关门时间到后，将由沿途志愿者、安
保人员通知参赛选手。在规定的关门
时间内，未跑完对应距离的参赛者应立
即停止比赛，退出赛道，以免发生危
险。10公里比赛，关门时间为120分
钟；5公里比赛，关门时间为60分钟；3
公里比赛，关门时间为30分钟。

琼海站健跑活动结束后，文昌
站健跑活动将于 5月 13日 7时 50
分从文昌市文府北路出发。目前，
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截止日期为
5月10日 18时，参赛者需关注“奔
跑海南”项目微信公众号，回复“奔
跑海南”点击报名链接进行报名，
或者联系组委会报名，报名成功以
短信通知为准。

据悉，本次活动由中共海南省委
宣传部、海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海

南省总工会支持，海南省文化广电出
版体育厅、琼海市人民政府、海南日
报报业集团主办。此外，海南银行、
海马汽车等多家企业也对本次活动
给予了赞助支持。

本次活动，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将
整合旗下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南
海网的微博、微信、客户端等全媒体
资源进行强势宣传，同时联合省内其
他媒体资源，以及国内重点网媒进行
全覆盖式宣传。

“奔跑海南”环岛全民健跑琼海站今天开跑
文昌站健跑活动报名正在进行中

关注 环岛全民健跑

扫码观看“奔
跑海南”海南建省
办经济特区30周年
环岛健跑活动直播

本报嘉积4月27日电（记者丁平）“奔跑海南”海南建省办经
济特区30周年环岛健跑活动（琼海站）4月28日开跑。记者今天
从活动组委会获悉，本次比赛个人组男女分别录取前10名，最高
奖金达3000元，参赛者还可凭当天的《南国都市报》领取丰富礼
品。组委会提醒，比赛前参赛选手一定要对身体进行全方位检查
和评估，特别是心脏、血压常规检查，确认自己的身体状况适合参
赛；身体素质不达标的朋友一定不要盲目参赛；在比赛过程中如
果感到身体不适不要逞强；比赛结束后不要立即停下，要多走一
走，做好缓冲及降温运动。

个人组比赛最高奖金3000元

还有丰富礼品等你拿

本报海口4月27日讯（记者计
思佳）今天上午，海口召开打赢脱贫攻
坚战指挥部全体扩大会，会上公布了
《海口市精准识别、精准退出问题排查
整改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方案》要求对动态调整不到位造成漏
评、错评，农村低保制度和扶贫开发政
策“两项制度”衔接不到位造成漏评，

贫困户错退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全
面排查、整改。

针对动态调整不到位造成漏评的
问题，要重点了解农户家庭是否存在
家庭成员零就业情况，是否属无房户
或唯一住房为危房户，家庭成员中是
否有重度残疾、重病人，孩子上学支出
是否有无法负担的情况，对于存在以

上情况的家庭均作为重点对象纳入评
议范围。对于排查出的疑似漏评对象
和主动申请户，要及时履行识别程序，
确保应纳尽纳。

在错评问题上，对识别时不符合识
别标准的贫困户或被村民举报的贫困
户，应根据举报线索或数据比对结果入
户核查。对于排查核实的确不符合标

准的对象，要及时履行剔除程序，同时
做好已帮扶物资和资金的追缴工作。

对于农村低保制度和扶贫开发政
策衔接不到位问题，海口市民政局按
照相关标准开展全面排查，确保符合
低保条件的应保尽保，切实落实“三保
障”问题未解决的低保户纳入建档立
卡贫困户的政策要求，并建立台账分

类处置。
贫困户错退问题上，要重点对脱

贫户是否存在收入不达标或“三保障”
未解决，脱贫退出程序是否执行到位
等情况进行排查。对于核查出收入不
达标或“三保障”未解决的对象全部做
到应退尽退，对于执行程序不到位的
情况立即进行补正。

海口启动脱贫攻坚精准识别、精准退出问题排查整改工作

重点全面排查整改漏评错评错退问题

本报海口4月27日讯（记者欧
英才 李关平）记者近日从2018年海
南垦区扶贫业务培训班暨扶贫工作推
进会上了解到，今年，海垦将切实加大
对贫困农场公司和贫困职工的扶持力
度，积极配合属地市县政府完成垦区
贫困人口 563户、2032 人的脱贫任
务，力争在2019年底前实现垦区贫困
人口全部脱贫。

“垦区各企业将进一步以产业扶贫

为抓手，积极与贫困户对接，利用扶贫
资金孵化实施一批产业扶贫项目。”海
垦控股集团农场事务部部长王绥文表
示，垦区各企业将结合垦区畜牧、茶叶
种植加工、种苗等优势产业，“一户一
策”制定扶贫计划，发动贫困职工参与
农场公司产业项目建设与经营。

与此同时，垦区将按照“农场公司
负责生产基地建设与管理，产业集团
公司负责产品加工与销售”的责任分

工，加强扶贫产业协同，强化扶贫项目
管理，加快产业扶贫项目全部落地实
施并发挥效益。

“海垦脱贫攻坚工作还离不开属
地政府的支持，‘垦地联手合力攻坚脱
贫’是2017年垦区扶贫工作最大的亮
点。”王绥文说，今年，垦区各单位将
进一步主动与市县政府对接，融入市
县发展规划，确保垦区农场场部、生产
队、居民点在棚户区改造、“五网”基础

设施、污水垃圾处理设施等方面纳入
各市县的建设计划。

记者了解到，海垦控股集团还将贫
困人口脱贫任务目标分解下达到各农
场公司和海胶集团基地分公司，明确有
贫困人口脱贫任务目标单位的党委书
记、董事长和总经理是脱贫攻坚工作的
第一责任人，并将脱贫攻坚工作年度考
评列入企业年度业绩总考评，考评结果
作为企业奖惩和干部选拔任用依据。

据了解，截至今年3月，海南农垦
已有2618户9706人脱贫。推进新一
轮海南农垦改革以来，海垦控股集团
从创建扶贫工作新机制入手，及时调
整扶贫工作思路，摸索了“引导贫困农
场公司及贫困职工发展特色产业，创
业脱贫；入股联营，带动脱贫；提供种
苗，帮扶脱贫；提升技能，扶智脱贫；开
发岗位，就业脱贫；多方筹措资金，改
危脱贫”等多种扶贫工作新方式。

海垦以产业扶贫为抓手，与地方联手合力攻坚

力争明年底前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电影《北纬18度的爱》
北京首映
讲述海南青年返乡创业的励志故事

本报海口4月27日讯（记者陈蔚林）一部描
绘新时代、新人物、新风采的电影《北纬18度的
爱》，今天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举行首映礼，引起
业界的关注和称赞。

该影片由省委宣传部、省文联、海南广播电视
总台、国话影视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海南广播
电影电视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海南电广传媒影视有
限公司、万宁中泽天成投资有限公司等联合摄制。

影片里的故事开始于大学生的毕业时节。当
学子们在各大都市为求职应聘而四处奔忙时，在农
业大学攻读种子科学专业的阿丹，却决定回海南农
村创办一个现代化家庭农场。这个想法吸引了同
学方华、舒曼和齐圣，于是，他们与阿丹一起踏上了
去海南创业的梦想之旅。4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
满怀信心来到农村后，遭到了残酷现实的一次次击
打。面对始料不及、接踵而来的困难，他们不仅闹
出了一系列的笑话，还把各自的父母也卷了进来，
展开了各种“拼爹”“拼妈”的创业大战……

影片聚集了一批优秀的艺术创作人才。导演
兼制片人刘抒鹃曾导演和制作的电影电视剧作品
多达20余部，并曾获国内外多项大奖。此次为了
拍出有力度、有新意的作品，刘抒鹃率主创团队多
次到海南农村深入采风，寻找时代特征，提炼海南
元素，提升人物质感。

这部电影还得到团中央、教育部等有关部门，
以及电影界的大力支持。

“五一”小长假
琼岛天气总体较好
大部分时段利于户外活动

本报海口4月27日讯（记者叶媛媛）记者今
天从海南省气象台获悉，预计“五一”小长假前期，
海南岛部分地区将有雷阵雨天气，后期天气晴好，
气温最高将回升至34℃。小长假海南天气总体
较好，大部分时段有利于户外活动，市民出行需注
意防晒防雷防雨。

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大学男子
高职组（南区）决赛

海经贸队以全胜战绩
挺进四强

本报海口4月27日讯（记者林永成）2017-
2018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大学男子高职组
（南区）决赛，今天下午在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进行1/4决赛的争夺。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队
（以下简称海经贸队）以2：0战胜江西泰豪动漫职
业学院队，保持全胜挺进四强。海经贸队在小组
赛中三战全胜晋级八强后，已获得参加全国总决
赛的资格。

比赛开场后，实力明显占优的海经贸队压住
对手猛攻，但面对对手的铁桶阵，迟迟未能把优势
转化成进球。第65分钟，进球终于到来，海经贸
队10号苏业康得分打开胜利之门。第89分钟，9
号黄冠精再进一球彻底锁定胜局。

经过第一阶段“地区选拔赛”，共有来自16个
省、直辖市的16支高职高专院校队伍参加本次南
区决赛。海经贸队在海南赛区选拔赛中夺得高职
组冠军，并获得代表海南参加南区决赛的资格。
南区决赛分小组循环赛和交叉淘汰赛两个阶段，
共分为四个小组，每个小组前两名进入前八名交
叉淘汰赛，直至决出最终名次。前八名获得参加
全国总决赛的资格。

海经贸队在小组赛中分在B组，小组赛于4
月24日开战。首轮比赛，海经贸队以3：1战胜广
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队，取得开门红。第二轮海
经贸队再接再厉，以2：1击败贵阳职业技术学院
队，提前锁定小组第一晋级八强，并获得全国总决
赛入场券。第三轮，海经贸队派出替补阵容出战，
仍以2：1战胜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队。

海经贸男子足球队曾8次蝉联海南省大学生
足球赛高职组冠军，先后6次代表海南省出战全国
大学生足球赛，屡获佳绩。

海经贸队将在半决赛中与小组赛对手广东岭
南职业技术学院队再度相遇，实力占优的海经贸
队很有希望再度获胜挺进决赛。若能打进决赛，
海经贸队将再创历史最佳战绩。半决赛将于4月
29日进行，决赛于4月30日打响。

海南省气象台预计

组委会提醒

活动亮点

2018“奔跑海南”环岛健跑活动琼海站活动丰富：
1、凭当天的《南国都市报》，可在“2018奔跑海南环岛全民

健跑·琼海站”活动现场免费享受测量血压、血糖等服务；
2、凭当天的《南国都市报》，可在“2018奔跑海南环岛全民

健跑·琼海站”活动现场领取礼品一份（2000份）；
3、凭当天的《南国都市报》，可在“2018奔跑海南环岛全民

健跑·琼海站”活动现场领取一心堂药业50元抵用券一张；
4、“2018奔跑海南环岛全民健跑·琼海站”亲子组，完赛后

可凭参赛号码牌领取文具一套（30套）；
5、有奖问答（主持人与现场观众互动，答对可获得精美礼

品一份，共10份，问答可与本次活动相关，如：奔跑海南活动第
一站在哪个市县等）；

6、亲子趣味小游戏环节（袋鼠跳跳向前冲，2组家庭进行
PK，队员站在舞台一侧，比赛开始后队员钻入麻袋中，快速地跳
向对面并返还起跑线将麻袋传给下一位组员，以速度决定胜负，
获胜家庭获得大礼包，落败家庭获得参与奖）。本次活动礼品由
海南鸿翔一心堂药业连锁有限公司全程赞助支持。

7

完赛奖牌及补给

1、奖牌发放方式：
（1）约前10位冲刺的选手，由志愿者在冲刺区直接挂奖牌，

并进行号码簿标记。此方式选手的体验感更好，也利于拍照宣
传。因为第一集团的选手抵达的并不扎堆。

（2）后续冲刺的选手，凭借号码簿可在赛后控制区领取奖
牌，志愿者在号码簿标记。

完赛物品及赛后补给：奖牌、饮用水、香蕉、完赛毛巾。
2、奖牌刻字
所有选手都有机会在现场打造一个专属于自己的奖牌。
参与方式：现场排队免费在奖牌上刻字留念。
优化细节：主持人不断口播强调秩序和温馨提示。
3、选手完赛流程
到达终点→ 领取补给 → 领取奖牌 → 互动体验

→ 合影留恋→结束活动

6

处罚办法

组委会将对起点终点、计时检测点进行监控，
对出现违反以下比赛规定的选手，组委会视情节
轻重给予取消参赛成绩：

（1)一名运动员同时携带两张及
以上号码布及芯片参加比赛的；

（2)携带非组委会发放的芯片参
加比赛的；

（3)不按规定的起跑顺序在非指
定区域起跑的；

（4)起跑有违反规则行为的；
（5)关门时间到后不停止比赛或

退出比赛后又插入赛道；
（6)未沿规定路线跑完各项目的

全程，绕近道；
（7)未跑完全程私自通过终点领

取纪念品；
（8)在终点不按规定要求重复通

过终点领取纪念品；
（9)未按规定携带自己的号码布

通过终点的；
（10）私自伪造号码布、利用其它

赛事号码布通过终点的；
（11）多人交替替跑，以接力方式

完成比赛的；
（12）不服从赛事工作人员指挥，

干扰赛事，聚众闹事、打架斗殴的；
（13）出现不文明行为的（如随地

便溺、乱扔垃圾等）；
（14）违反其他规则规定行为的。

3

选手抵达主会场流程

抵达现场 → 凭号码布通过安检门进入活动现场（验证成功）
→存包更衣 → 拍照互动→热身集结 →起跑仪式 →集体起跑

5物品存储

比赛现场为参赛选手提供存包服务。存衣包
上必须别上与本人的参赛号码相一致的小号码
布，存在起点存衣处，赛后凭号码布到原寄存处领
取。贵重物品不要存放在包内（如手机、有效证
件、现金、各种钥匙、掌上电脑、mp3等），运动员可
在比赛当日中午11：00前到指定存衣处领取个人
存放物品。如超过领取时间没有领取的，组委会
将按无人领取处理。

2

着装要求

组委会为参赛选手提供比赛服装，所有参赛
选手需自备运动鞋及其他辅助装备，并将参赛号
码布固定于前胸正面指定位置。组委会保留因参
赛选手号码布不符合规定而取消其参赛资格、比
赛成绩的权利。

1 4 录取名次与奖励

个人组：男、女分别录取前10名，分别获得奖金，具体奖金
明细如下：（单位：元）
名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男 3000 2000 10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女 3000 2000 10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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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8日
受东南暖湿气流影响，海南岛有阵雨

或雷阵雨、局地中到大雨；气温略升高

4月29日
受东南暖湿气流影响，海南岛多云，

大部分地区午后有雷阵雨，其中北部和西
部局地有大雨；最高气温28℃～31℃。

4月30日
受偏南气流影响，海南岛多云，西北部

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0℃～33℃

5月 1日
海南将转为晴好天气，最高气温西部

和北部地区升至32℃～34℃，其余地区
30℃～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