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筑施工企业、在建工程项目及其各类设施设备
道路交通、水上交通、铁路交通等行业领域企业、单位、站点、场所、设施以及城市基础设施和农村道路交通安全设施
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爆物品、有限空间、涉爆粉尘、涉氨制冷、非煤矿山、石油天然气开采企业及其生产、储运、经营等各类设施设备
油气长输管道、城镇管道燃气经营企业、液化石油气经营单位、液化石油气使用单位及其储运、经营、使用等各类设施设备
电力、通信等企业及其建设项目、各类设备设施
渔业、农机、水务等行业领域的企业、单位、场所及设施
旅游景点景区、公共娱乐场所、学校、医院、养老院、福利院、商场市场、宾馆饭店、网吧、公园、劳动密集型企业等人员密集场所
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电梯、起重机械、大型游乐设施、索道缆车、厂（场）内机动车辆等特种设备
高层建筑、大型综合体、老旧小区、三无小区、出租楼、群租房等场所消防安全设施，特别是居民小区电动车停放充电设施

重点排查整治的9个领域

制图/杨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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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6月 7日讯 （记者周
晓梦 通讯员余志荣 实习生甘晗
霖）记者今天从省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局获悉，为扎实做好当前安全生
产工作，有效防范各类事故发生，
我省从5月下旬起开展安全生产隐

患百日大排查大整治活动，对相关
行业和领域进行安全“体检”。该活
动将持续至 8 月底结束，为期 100
天；排查整治重点涵盖9个领域方面
的内容。

据了解，安全生产隐患百日大排

查大整治活动以企业全面开展自查
自改为主，各相关部门采取随机抽
查、暗查暗访、执法检查等方式督促
指导企业开展隐患排查和落实整
改。对发现的事故隐患和问题“零容
忍”，能够马上整改的，立即整改到

位；一时不能整改到位的，落实整改
计划和应急措施，限期整改到位。对
拒不整改或经过整改仍达不到要求
的，坚决予以停产关闭。对执法检查
中发现的非法违法行为，严格按照

“四个一律”要求依法进行查处。

我省开展安全生产百日大排查大整治
对在建工程项目、油气管道等进行“安全体检”

我省司法行政系统引进
首个智能救援岛

本报海口6曰7日讯（记者金昌波 通讯员
李慧）戒毒人员因长期吸食毒品易患有各种心脑
血管疾病，一旦出现心脏骤停，最佳抢救时间只有
约四分钟。如何让患者得到快速而有效的救治？
近日，海南省琼山强制隔离戒毒所在全省监所单
位中率先引进了24小时智能救援岛。

据了解，24小时智能救援岛配备了AED、呼
吸球囊、急救箱、轮椅担架等急救设备，一旦发生
紧急情况，求助者只需按下sos紧急救助按钮，启
动应急救援体系，便能与场所戒毒医疗中心医生
实时对接，使值班医生可以第一时间接到通知采
取抢救治疗措施。求助者按下按钮后，现场民警
通过身份识别便能立即取出急救设备。

救援岛的引入，开创了我省监管场所生命救
援的新形式、新载体，为场所的安全稳定提供了更
加便捷有效的保障。为进一步提高抢救成功率，
救援岛配备的大屏幕24小时滚动播出救护操作
方法视频，不仅是民警，戒毒人员也可以学习操作
手法，让人人都能够掌握有效救护流程，全面提升
戒毒人员的安全保障水平。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贺立樊

经过半个月的火热投票，“感动
海航十大人物”“海航十大工匠”评选
活动投票阶段已于6月6日零点正式
结束，据统计，本次活动总投票量已
经达到249万，总访问量达到936万
人次。

庞大的参与量，让这次投票成
为一次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全民活动。海航员工和社会人士踊
跃参与的投票环节，以超百万次的
投票热度，见证了值得信赖的海航
精神，也肯定了海航集团所蕴含的
企业文化。

本次“感动海航十大人物”评

选，旨在推选一批爱岗敬业、自强
不息、回报社会的优秀员工，在海
航集团乃至全社会传播积极向上
的价值观。

在海航集团 25 年的发展历程
中，无数海航员工留下了动人的故
事，为社会树立了道德标杆。

“海航十大工匠”评选活动的举
办，旨在推广精益求精、持之以恒、爱
岗敬业、守正创新的工匠精神。多年
来，工匠精神已成为海航人崇尚和践
行的工作标准，成为企业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推动海航砥砺前行。

57名候选人，15天的投票，这场
评选活动得到了海航员工的一致认
可，也在员工群体中引发强烈反响。

一位位候选人，来自平凡的工作
岗位，却书写了不凡的人生故事。满
洲里西郊机场员工王震宇表示，每一
位入选的候选人，都为海航的发展和
建设默默奉献着自己的力量，为大家
树立了榜样，“作为一名普通的海航
人，理应学习他们展现出来的专业精
神、奉献意识，共同努力开创海航的
美好明天。”

跨越海航集团各个发展阶段的
评选活动，诠释了25年时光之中的
坚持，激励着每一位海航员工。“爱
岗敬业、默默耕作，海航人把最美好
的青春韶华赋予了我们为之共同奋
斗的海航事业。”燕山投资党支部的
温洋认为，每一位候选人用行动证明

着自己的一份责任与担当，“如果海
航事业是一段通往行业巅峰的阶梯，
那么他们无疑就是这段阶梯中不可
或缺的基石。”

在海航创业发展的年代里，对待
工作的至真至善，始终贯穿其中。“人
生能有几个五年、十年、甚至二十五
年。”海航销售的员工黄雷十分感慨，
每一位能够将美好青春献给海航事
业的人，都是他心目中的“感动人物”

“海航工匠”。
据悉，“感动海航十大人物”“海

航十大工匠”的专家评审会将于近期
召开，最终的人选名单，将在6月29
日的颁奖晚会上公布。

（本报海口6月7日讯）

海口海关破获
一走私钢铁废碎料案

本报海口6月7日讯（记者杨艺华 通讯员
危炜）6月4日，在海关总署缉私局统一指挥下，海
口海关开展出口走私钢铁废碎料系列案集中收网
行动，抓获涉案人员51名，查扣涉案货物约4300
吨，价值约4.37亿元。

据了解，钢铁废碎料是钢铁生产过程中不成
为产品的下脚料以及报废的设备、构件中的钢铁
材料，是钢铁循环利用的优质再生能源，是唯一可
替代铁矿石用于钢铁产品制造的原料。我国对其
出口征收40%的关税。海关在日常监管中发现
一段时间以来钢铁废碎料出口数量骤增，存在走
私出口的重大嫌疑，涉及全国多个地方。海关总
署缉私局集中开展研判，决定开展打击出口走私
钢铁废碎料专项行动。

6月4日晚10时，海口海关与兄弟海关联动
开展打击出口走私钢铁废碎料集中收网行动，在
海南海口、三亚，广东佛山，河北唐山，广西南宁、
防城港、钦州，福建厦门等5省区8市同步展开抓
捕搜查。截至6月6日，共抓获涉案人员51人，查
扣涉案货物约4300吨。

海口海关透露，经查证，5个走私团伙以低报
价格方式向越南、印尼、泰国等国走私出口钢铁废
碎料约31.14万吨。

三亚公开抽签分配
97套公租房

本报三亚6月7日电（记者梁君穷）今天下
午，三亚在崖州区崖州大道举行“同心家园”第二
十一期公租房分配抽签仪式。三亚市住房保障管
理中心、公证处人员、公租房申请人共同参加，此
次共分配公租房97套。据悉，今年三亚计划再分
配两批共近5000套公租房。

本次分配的 97 套公租房，位于三亚市崖
州区崖州大道，均为简装房，其中户型为两室
一厅的 25 套（约 60 平方米/套），户型为一室
一厅的48套（约45平方米/套），单间24套（约
40平方米/套）。这一批公租房预计今年7月交
房，申请人为 2012 年 4 月公示的公租房轮候
人员。

此外，三亚今年计划分配的公租房还有两
批。一批是位于该市吉阳大道中段的“同心家
园”二十七期300多套房源，主要分配给2012
年公示的公租房轮候人员；另一批是位于亚龙
湾动车站对面三亚国际旅游岛人才创业基地的
4539套公租房，主要分配给旅游等行业的新申
请人员。

“感动海航十大人物”“海航十大工匠”评选投票阶段结束

百万投票点赞海航精神

近年来，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热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木薯研
究室，基于多年研究积累的成果，
利用自主创新的优良木薯品种，研
发出木薯系列食品40余种。并将
成熟的木薯食品加工技术，输出到
南非、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

图为6月 1日木薯研发室技
术人员正在研发以木薯为原料的
粽子。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热科院研发
40余种木薯食品

三亚两级法院建立
悬赏保险机制
推动解决执行难问题

本报三亚6月7日电（记者徐慧
玲）推动解决执行难问题，三亚又有新
举措。6月5日上午，三亚市两级法院
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三
亚分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签订
《“执行无忧”悬赏保险服务合作协
议》，申请执行人可向保险公司购买
执行悬赏保险，整合社会力量寻找失
信被执行人，让“老赖”无处遁形。

根据协议，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申请执行人可
与保险公司签订悬赏保险合同（保费
为最高悬赏金的10％），再向法院提
出执行悬赏申请，由法院发布悬赏公
告，举报人在保险期内可向法院举报
被执行人下落及财产线索，一经法院
查证属实，悬赏金由保险公司负责赔
付。符合悬赏金支付条件的，法院向
保险公司出具《悬赏结果通知书》，保
险公司在收到通知书15个工作日内
向举报人支付悬赏金。其中，提供“老
赖”财产线索和被执行人下落线索最
高赏金分别为20万元和1万元。

据悉，下一步，三亚市两级法院将
持续通过报刊、电视、微博、微信等方
式曝光失信被执行人并刊登悬赏公
告，积极促进执行悬赏、网络查控、限
制高消费、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等
多种调查措施和强制手段形成联动，
为追踪查控被执行人及其财产布下“天
罗地网”，维护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本报嘉积6月 7日电 （记者丁
平 通讯员徐杨非）“非常清楚，比原
先好的眼睛还要清楚！”6月1日，66
岁的于先生在琼海博鳌超级医院国
际眼视光眼科中心接受三焦点人工
晶体植入手术后，长期困扰他的白内
障终于治好了。这是该医院实施的
首例三焦点人工晶体植入手术。

于先生的白内障后囊膜的中央

区较为混浊，这使他在白天亮环境下
视力非常差，严重影响了日常工作和
生活。今年5月底，在查阅了大量关
于三焦点人工晶体的资料，并得知博
鳌超级医院国际眼视光眼科中心负
责人陈蔚教授已在国内率先开展50
余例三焦点人工晶体植入手术后，于
先生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来博鳌接受
左眼白内障超乳摘除并植入三焦点

人工晶体手术。
于先生术前视力0.6，亮环境下

更差，而术后，他的近、中、远视力均
达到1.0。他高兴地说，术后感觉自
己的视力又恢复了“年轻时的水
平”。陈蔚在对于先生做完全面检查
后表示，这次的手术非常成功，术后
反应轻微，晶体安放的位置精确。

此次手术有何意义？陈蔚介绍，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和于先生一样在
白内障术后需要近、中、远距离视力的
中老年人逐年增多，传统的单焦点人工
晶体植入手术已经不能满足患者需
求。患者在植入三焦点人工晶体后可
以获得出色的近距、中距和远距离视
力。术后近距离阅读、工作不用佩戴老
花镜，这对于不少想摆脱眼镜束缚的白
内障患者来说，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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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宁今年对6条
县道进行升级改造

本报万城6月7日电（记者袁宇
特约记者卓琳植）记者今天从万宁市政
府获悉，为改善乡镇居民出行条件，进
一步便利居民生产生活，该市今年投
资2.5亿元对6条县道进行升级改造，
县道升级改造工程全长63.7公里。

据了解，此次万宁改造的6条县
道具体如下：东星路口至盐墩渡口
23.98公里，大茂入口至后安墟6.877
公里，和乐三角路至盐墩渡口3.065
公里，乐来墟至乡镇分界点A至万琼
分界点27.613公里，吴村仔路口至周
家庄村2.26公里，兴隆至沉香湾3公
里。上述升级改造工程今年底完成
后，相关道路即可实现通车。

万宁市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为了保证道路升级工程按时间节
点完成，该市进一步完善了施工方案，
在技术规程等方面提出了严格要求，
在加快工程进度的同时保障工程质
量。目前6条道路的升级改造正在有
序推进中，下一步该市将抓好工程督
查，力求达到早建成、早使用的目标。

三亚开展旅游
婚纱摄影市场整治

本报三亚6月7日电（记者罗霞
通讯员翁映阳 石晓倩）记者今天从
我省工商部门获悉，三亚近日制定
2018年旅游婚纱摄影市场整治工作
方案，严厉打击无照经营、价格欺诈
等违法行为，为游客营造安全、有序、
诚信的旅游婚纱摄影市场环境。

据了解，三亚旅游婚纱摄影市场
主要存在以下问题：服务质量不高，
急需提档升级；合同不规范，双方权
利义务未写明，容易产生纠纷；“自由
摄影师”无照经营问题较为严重；婚
纱摄影服务价格不明确，涉嫌存在价
格欺诈违法行为。

工作方案明确以三亚范围内从
事婚纱摄影经营活动的主体、为婚纱
摄影提供保障服务和拍摄场地的主
体为整治对象。各部门将加强协作，
严厉打击无照经营、虚假宣传、强制
消费、价格欺诈等违法行为，提升三
亚旅游婚纱摄影市场形象。

博鳌超级医院：

成功完成首例三焦点人工晶体植入术

琼州海峡通航

进出岛列车恢复运行
本报海口6月7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

王丹惠）记者从海南铁路有限公司获悉，随着台风
“艾云尼”影响减弱，琼州海峡已于今天上午11时
恢复通航，进出岛列车逐步恢复运行。

具体开行情况如下：
1.6月6日北京西开往三亚方向Z201次恢复

运行至三亚，6月7日三亚开往北京西方向Z202
次恢复从三亚始发。

2.6月6日哈尔滨开往海口方向Z111次恢复
运行至海口，6月7日海口开往哈尔滨方向Z112
次恢复从海口始发。

3.6月7日长沙开往海口方向K1167次恢复运
行至海口，6月7日海口开往长沙方向K1168次恢
复从海口始发。

4.6月6日郑州开往海口方向K457次恢复运
行至海口，6月8日海口开往郑州方向K458次恢
复从海口始发。

5.6月6日上海南开往海口方向K511次恢复
运行至海口，6月7日海口开往上海南方向K512
次恢复从海口始发。

本报海口 6月 7日讯 （记者金
昌波 通讯员方茜）记者今天从海
南省高院获悉，自2016年 7月在全
省法院推行环境资源审判改革以
来，海南法院在全省设立环境资源
审判庭和巡回法庭13个，共审理各
类环境资源案件2247宗，环境资源
司法保护的触角已延伸至海南的
陆地、森林、海洋、岛屿、岛礁，覆盖
海南全域的环境资源司法保护格

局已初步形成。
据了解，海南法院环境资源审

判改革根据海南五大河的自然流向
对环境资源案件实行跨区域提级集
中管辖，有效破解了环境资源案件
分段治理和地方保护的难题；建立
海南环境资源执法司法协调联动机
制，实现环境资源执法司法充分互
动形成保护合力；建立海南环境资
源司法鉴定机构、专家机制和人才

库，为环境资源执法司法特别是证
据的认定提供有力技术支持。海南
高院还牵头联合17家相关单位，制
定下发了6项环境资源执法司法规
范性文件，为环境资源审判提供系
统化制度指引。

目前，海南设立环境资源审判庭
的法院全部实现了环境资源民事、刑
事、行政案件“三合一”归口审理，恢
复性司法裁判方式在环境资源案件

审判中普遍适用。数据显示，今年1
月至6月，海南法院判处缓刑采用恢
复性司法的刑事案件共82宗，涉及
被告人107人，判令被告人恢复生态
补植树木4.3万余株，按照每两平方
米1株的植树密度计算，相当于补种
林地123亩。

省高院表示，将不断强化环境资
源审判改革监督指导，进一步优化环
境资源审判机构布局，配齐配强环境

资源审判力量，完善环境资源提级集
中管辖的相关配套制度，打造海南法
院环境资源“三合一”审判升级版。全
省各级法院要全力配合和支持地方党
委政府开展的生态环境六大专项整治
工作，统一环境资源案件的司法尺度
和裁判标准，积极推进环境公益诉讼，
依法维护公众环境权益，为海南建设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提供有力司法服
务和保障。

我省初步形成覆盖全域的环境资源司法保护格局

两年审理环境资源案件2247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