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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环岛全民健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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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活动能够顺利举办，琼海
举全市之力，各责任单位、岗位干部
职工，勠力同心、协同奋战。

为全力做好“奔跑海南”海南建
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环岛健跑（琼
海站）活动的交通安保工作，琼海市
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按照琼海市委
市政府和琼海市公安局的统一部署
要求，精心组织，周密部署，4月28
日共出动警力93人次，出动警车
11辆次，投入锥桶132个、警戒带
11捆，全力保障活动期间道路交通
安全畅通、有序。

近百名来自高校的志愿者们
不遗余力地给跑者们加油打气，维
护着现场秩序。此外，此次赛事邀

请了国内知名赛事直播团队，直播
平台包括凤凰、网易、腾讯视频、爱
奇艺、优酷、搜狐、中国体育、章鱼
TV等21家。本次活动直播覆盖
范围之广、直播规模之大，在目前
海南文体赛事直播规模中较为少
见。在直播过程中，还有记者在现
场采访，活动全程有专业赛事直播
解说员进行讲解。

这是一场近2000人的比赛，是
一次全民参与的赛事，也是琼海推
动全民健身及文体旅产业融合的一
个缩影。

近年来，琼海大力推进健身设施
建设，积极举办文体活动。随着IKA
风筝冲浪竞速世界锦标赛、“更路簿”

杯国际帆船邀请赛、博鳌国际时尚
文化周、春之“鳌”游——许鸿飞雕塑
展等系列文体活动顺利在琼海举办，
琼海的文体产业愈发显现活力。

目前，琼海市文化体育中心项
目已通过公开征集确定了概念性
规划设计方案，正在加紧推进，争
取今年11月动工建设。

琼海市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今
年琼海还将新建一批村级篮球场
和40间行政村文化室；组织开展惠
民演出，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
认真总结成功经验，提前谋划，精
心组织，举办好高水平的文化活动
和体育赛事。

（本报嘉积4月29日电）

雨中拼搏，演绎体育精神
■ 本报记者 丁平

文明琼海，幸福琼海；奔跑
海南，跑向更美好的自己。4
月28日，“奔跑海南”建省办经
济特区30周年环岛全民健跑
活动（琼海站）落下帷幕，近
2000名参赛者在奔跑中“跑向
更好的自己”。

近年来，琼海市围绕“全
域是景区、处处是景观、村村
是景点、人人是导游”的创建
目标，着力把美丽乡村、特色
小镇、农业公园、重点景区的
“点”做精做美，把旅游公路、
旅游绿道等“线”互联互通，把
治安、食宿、互联网等旅游服
务的“面”成型成势，以“点、
线、面”相结合的方式，推动全
域旅游发展。整个琼海市成
为了一个没有边界、没有围
墙、没有门票、主客共享、旅居
相宜的大景区。

本次活动充分展示了琼
海良好的生态环境，进一步推
广了琼海文明城市、幸福琼海
的靓丽名片，让琼海市民和全
国广大游客及跑友在健跑中
感受琼海城市的变化，体验琼
海城市魅力。

本次活动，海南日报报业
集团整合旗下海南日报、南国
都市报、南海网、微博、微信、
客户端等全媒体资源进行强
势宣传，扩大活动的影响力；
并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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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活动影响力。从
而做到百万群众参与，全省市
县互动，在全省掀起全民健身
运动热潮，提升全民奋进新时
代的精气神。

28日上午，美丽的万泉河畔，
“奔跑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
年环岛健跑活动琼海站鸣枪开跑，
一个个靓丽而充满活力的跑者身
影令人难忘。

一场大雨不期而至，雨点不停
打在参赛者黄青叶的脸颊上，但他
丝毫没有受到天气的影响，惬意享
受着在雨中奔跑的快乐。

最终，黄青叶获得10公里男
子组冠军。黄青叶说：“跑步时，由
于受天气影响，鞋子里有水，感觉
不舒服，但体育精神告诉我，一定
要坚持。今天我的发挥并不好，没
想到竟然得了第一。”

10公里女子组第一个冲过终
点的选手是张爽。完赛后，她兴奋
地谈起了感受：“雨中奔跑，体验不

错。一路上，没有看到选手放弃，
虽然天气不好，但大家觉得坚持下
来就是胜利。”

虽然是比赛，但不少跑友们一
路欢声笑语不断。亲子跑、情侣
跑，手牵手传递着的亲情温暖、爱
情甜蜜，在比赛现场汇聚成了幸福
的洪流。

由于下着暴雨，博鳌书社社长
陈瑞福一边跑，一边给儿子撑着雨
伞，场面十分温馨。

陈瑞福说：“儿子从 4 岁开
始，我几乎每天带着他去操场跑
步。每当我和儿子一起跑步的
时候，他的妈妈总喜欢站在操场
边为我们拍照。带着儿子跑步，
不仅锻炼了我们的身体，更加深
了父子情、夫妻情，促进了家庭

和睦。”
2017年3月，陈瑞福一家获得

琼海市委市政府颁发“最美家庭”
荣誉称号；2018年1月获得海南省
委省政府颁发“海南省文明家庭”
荣誉称号。

陈瑞福的另一件
幸事，是一边聆听着自
己创作的《美好新海
南》歌曲，一边奔跑。
他说：“当时，赛事组委
会在比赛时播放了这
首歌，作为这首歌的创
作者，我感到特别的骄
傲与自豪。”

陈瑞福说：“未来，将
继续奔跑，与儿子一起成长，
一起奔向更美好的未来。”

一次全民参与的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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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精神尽显

本报海口4月29日讯（记者叶
媛媛 通讯员周腾芳）为进一步严明
纪律和规矩，向广大党员干部敲响

“五一”、端午期间廉洁过节的警钟，
日前，海口市纪委对近期查处的4起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案例进
行通报。这4起典型案例分别是：

海口市秀英区民政局社区网格管
理中心主任蒋成钦违规发放津补贴问
题。2014年底至2017年6月期间，该
区网格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开展工作时
经常出现误餐情况。蒋成钦在给管理
中心工作人员报销餐费的同时，以工作
误餐补助形式违规发放补贴74099
元，蒋成钦本人领取28960元。2018
年3月8日，蒋成钦受到党内严重警

告、行政记过处分，相关违纪款已追缴。
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林青小学

党支部书记、校长颜业勇违规组织公
款吃喝问题。2014年10月3日，颜
业勇组织学校领导及部分老师在海
口美兰连理枝渔家乐餐馆用餐，消费
人民币795元，由报账员刷公务卡结
账并开取发票。2014年10月14日，
经颜业勇同意，该笔餐费以教师外出
学习误餐费的名义予以报销。2018
年2月13日，颜业勇受到党内警告处
分，相关违纪款已追缴。

海口市琼山区大坡镇农业服务
中心工作人员王明健违规操办婚宴
问题。2017年6月22日，王明健举
办个人婚宴，在履行完申请报告手续

后，没有遵守相关规定，而是私自扩
大范围邀请同事参加其婚宴，且瞒报
宴请人员名单，并收受礼金1800元，
在单位和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
2017年11月14日，王明健受到党内
警告处分，相关违纪款已追缴。

海口市美兰区和平南街道光阳
社区违规发放津补贴问题。2014年
1月至4月，和平南街道光阳社区三
次召开社区“两委”班子会议，决定以
节日补贴的名义，给班子成员、社保
专管员、协管员及网络员发放补助，
共计12800元。其中，班子成员各领
取1400元。2018年2月28日，光阳
社区原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林
静，党支部副书记、居委会副主任陈

家妹，居委会副主任王芳均受到党内
警告处分，相关违纪款已追缴。

通报指出，上述典型案例都必须
严肃处理。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
党员干部要汲取教训，引以为戒，强
化纪律规矩意识，锲而不舍贯彻落实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抓具体、补短板、
防反弹，坚决纠治“四风”。全市各级
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紧盯即将到来
的“五一”、端午重要时间节点，把纪
律挺在前面，把监督挺在前面，对那
些改头换面、隐形变异的“四风”问题
露头就打，绝不姑息。对落实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不到位、“四风”问题突出
的，既要追究责任人责任，又要追究
领导责任、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

海口通报四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典型案例

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大学男
子高职组（南区）决赛

海经贸队打入决赛
创历史最佳战绩

本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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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9日下午在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进行半决赛的争夺。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
院队（简称海经贸队）经过点球大战，以5：3
（常规时间1：1）战胜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
队，打入决赛。这是海南大学生足球队首次
在全国大学生足球联赛南区决赛中闯入冠亚
军决赛。

海经贸队在本次比赛的小组赛中曾以
3：1 击败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队。两队
在半决赛中再度相遇，实力占优的海经贸队
主导了场上攻势。但海经贸队得势不得分，
反倒被对手在上半场第38分钟通过反击率
先进球。0：1落后的海经贸队在第 81分钟
再遭打击，8号队员犯规被红牌罚下。少打
一人的海经贸队并未失去信心和耐心，终于
在终场前一分钟，由 10 号队员林斯哲扳平
比分，将比赛拖入点球决战。海经贸队在点
球决战中表现出色，4 名队员全部主罚命
中，而对手的点球一个射飞、一个被守门员
扑出。最终海经贸队点球 4：2、总比分 5：3
获胜晋级决赛。

决赛将于4月30日进行，海经贸队将与老
牌强队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队争夺冠军。

在 2015 年全国大学生足球赛高职组南
区决赛中，海经贸队获得第四名，创下海南大
学生足球队在全国大学生足球联赛南区决赛
中的历史最好战绩。今年海经贸队打入决
赛，再次刷新历史最佳战绩。海经贸队打入
本次比赛八强后，已获得参加全国总决赛的
资格。在2015年的全国总决赛中，海经贸足
球队夺得高职组第三名，这也是海南大学生
足球队在全国大学生足球联赛全国总决赛的
历史最好名次。

本报三亚4月29日电（记者林
诗婷）记者今天从三亚市交通局获悉，
为了规范网约车经营服务行为，切实
保障网约车运营安全和乘客合法权
益，该局道路运输管理处自2018年3
月20日起，在火车站、汽车站、榆亚路
等重要场所和重点路段开展集中整
治。截至4月28日，滴滴平台派单给
无《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车辆的
违规行为共64起，该平台将面临96
万元罚单。

据悉，在集中整治期间，三亚市交
通局道路运输管理处派出明察暗访
组，分别前往多个重要场所和路段进
行检查执法，共发现64辆从事网约车
经营活动但并未取得相关证件的车
辆。其中，滴滴平台对这64辆未取得
相关证件的网约车均有过派单行为，
三亚市交通局道路运输管理处将根据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
行办法》的相关规定，对平台违规派单
行为按每起1.5万元作出处罚，滴滴
平台将面临96万元罚单。

三亚市交通局道路运输管理处
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市将继续加大对
非法网约车的专项整治力度，依照法
律法规对违规者进行严厉处罚。同
时，将紧盯和约谈网约车平台企业，
要求其加快推进网约车办证速度。
该局也呼吁广大网约车驾驶员积极办
理相关证件，合法经营，共同维护网约
车行业秩序。

三亚集中整治网约车

本报海口4月29日讯（记者周
晓梦 通讯员周海燕）记者从近日召
开的2018年全省环境监察执法工作
会议上获悉，去年我省环境监察执法
机构共查处环境违法案件1114件，
罚款总金额1.04亿元，移送公安机关
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线索3件。
查处案件罚款额度同比大幅提升，超
过“十二五”期间五年的总和。

去年我省在环境监察执法大练
兵工作中共检查发现涉嫌环境违法
行为的企业803多家，立案查处803
宗，处罚金额7583万元，涉嫌环境污
染犯罪案件3宗。在执法力度上，我
省实现司法联动，坚决贯彻实施新
《环境保护法》及四个配套办法，全省
2017 年共查处四个配套办法案件
116宗，同比增长176%。同时，我省

完善执法监督工作机制建设，建立和
实施水污染企业的“红黄牌”管理制
度、环境监察稽查以及后督查制度，
实现了从过程管控跟踪到最后落实
反馈“全链条监管”。

去年我省抽调省生态环境监察
总队和陵水、洋浦、文昌、澄迈、乐东、
临高、东方等市县共8名执法业务骨
干，参加第21轮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督查。在一周时
间内检查了416家企业，发现存在问
题的企业50家，圆满完成督查任务，
以973分的综合成绩在28个省市抽
调督查队伍中位列第一，获得了生态
环境部“每周一星”的通报表扬。此
外，海口市环境监察局执法队伍在第
25轮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
治强化督查中取得第二名的佳绩。

去年我省共查处环境违法案件1114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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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A01版
为了保障“水安全”，海口在践行生态理念

治理美舍河、东西湖、大同沟等水体时，充分运
用“海绵城市”六大要素——渗、滞、蓄、净、用、
排。如降低水位，改造硬质驳岸为水草丰美的
缓坡，使雨水能顺势经植物等过滤尽快排放。
雨季到来前夕，海口市委、市政府全方位部署，
又开闸将库、湖、河、沟腾出了一定空间。

6天来，单日最大降水量出现在25日至26
日。据了解，26日2时至19时，海口市区最大
降雨量出现在美兰区白沙街道市七中，为65.1
毫米，但此次降雨并未导致积水影响。

美舍河畔的七中校门口处于周边相对低
洼、雨水汇集之地。该校校长王梅南说，以前市
区下大雨，七中门前必定涝，“感谢市委、市政府
的科学治水，26日大雨没有积水。”

解决七中门口内涝的秘诀，正是美舍河畔
宣传展板上的“海绵”二字，过往的师生、市民不
时驻足观看，“海绵城市”建设理念也逐渐深入
人心。

“晴天不脏臭，雨天不内涝”，是市民对“水
安全”的基本需求。在艰巨的治水道路上，海口
一边细心摸索，一边大胆创新，因地制宜、系统
全面、协同联动地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不断增
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海绵城市”建设理念
深入椰城民心

海南师范大学
科学技术协会揭牌成立

本报海口4月29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
员王用玺）海南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协会昨日在
海口揭牌成立。

该协会是面向海师教师和科技工作者组成
的科技群众团体，接受省科协的业务指导，将围
绕学科建设的发展，组织和支持广大会员联合
开展学术活动，征集、评选、推荐优秀论文，汇编
学术论文集；组织协调校内外有关科协协作和
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采取多种形式开展知识
更新和现代科技知识教育，促进教学质量、科研
和学校管理水平的提高；积极开展科技咨询、技
术服务、技术攻关、技术培训和继续教育，推广、
传播国内外先进科学技术知识和科学管理经
验；通过各级各类协会、学会、研究会的友好联
系，沟通学校与社会、科研与生产、技术与经济
等各方面信息，为广大教师和科技人员施展才
智、增长才干广开社会渠道。

此外，该协会还将积极组织开展跨学科的
学术活动，促进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联合与
交融，组织开展软科学的研究活动，努力为学
校和社会其他单位实现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和
制度化作出贡献；根据发展需要建立校友科协
分会，以密切与校友的联系和合作，加强人才
培养和科研成果的信息反馈，开展校内外智力
与技术流动，促进经济、科技、教育体制改革的
深入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