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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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定城6月11日电（记者邓
钰 特约记者司玉 通讯员黄荣海）“爸
爸，我现在在儿童之家，这次语文考试
我得了100分，我还参加了学校的故
事大王比赛。”今天下午，定安县金鸡
岭学校的“儿童之家”上演了温馨一
幕，留守儿童吴千睿通过视频电话见
到了远在外地打工的父亲。

对于金鸡岭学校的住校留守学
生来说，每天上午和下午下课后是他
们最开心的时间，因为这期间学校的

“儿童之家”开放。孩子们在这里不
仅可以给父母打电话、视频聊天、做
手工、看书、看电视，学校还有专门的
值班老师陪着他们，给他们“家”的温
暖，让他们真正感受到“父母不在家，

学校是我家”。
“学校有320余名在校生，其中

农村留守儿童就有88人，占全校学
生比例超过27%。”金鸡岭学校校长
符阳伟说，由于留守儿童长期不能
与自己的父母生活在一起，缺乏亲
情关爱，造成很多留守儿童在生活、
教育、心理方面存在问题。“儿童之

家”的建立，为该校解决留守儿童问
题提供了新的思路，不仅解决了孩
子的成长问题，也给他们提供了一
个安全的活动场所。

据悉，针对留守儿童缺乏父母关
爱、缺乏行为管教、缺乏亲情交流等突
出问题，定安县创新举措，统一规划、
因地制宜，在全县建成31个“儿童之

家”，实现各中心学校、中学“儿童之
家”全覆盖。各校“儿童之家”均配备
了电脑、图书、玩具、亲情电话等，同
时，还充分利用这一平台，组织开展学
生喜闻乐见又能积极参与的团队活
动、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文体活动、法
制安全教育活动等，为孩子们提供丰
富多彩的主题活动。

定安31所“儿童之家”为留守儿童筑起温情港湾

父母不在家，学校是我家

我省开展8项活动
丰富全民禁毒宣传月

本报海口6月11日讯（记者良
子 通讯员黄金）为营造一年一度的全
民禁毒宣传月浓厚氛围，省禁毒委近日
决定以“开放海南——绿色无毒”为主
题开展8大项活动，重点围绕禁毒法
律法规、禁毒常识和毒品危害、行动成
效和经验做法、典型案件和先进事迹
及加大奖励办法宣传力度等方面进行
宣传，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
青少年抵御毒品侵害的能力，创造一
个绿色无毒的社会环境。

据悉，6月份期间将开展集中销
毁毒品活动、“6·26”国际禁毒日“开
放海南·绘画无毒人生”万人彩绘活
动、全省禁毒演讲比赛、“开放海南
——绿色无毒”娱乐场所警示教育周、
戒毒场所“开放日”主题活动、“开放海
南——绿色无毒”巾帼妇女在行动、

“开放海南——绿色无毒”禁毒法治宣
传活动和“开放海南——绿色无毒”宣
传行等8项活动。同时，各市县结合
实际，相应开展辖区分会场活动，共同
营造全社会参与禁毒三年大会战攻坚
战的浓厚氛围。

我省公开征集
第四批海南省创业导师

本报海口6月11日讯（记者李磊 通讯员蒙
思奋）记者今日从省人力资源开发局获悉，为贯彻
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工作
部署，加强海南创业导师队伍建设，近日，该局公
开征集第四批“海南省创业导师”。

据了解，此次征集的创业导师选聘范围为高
等院校、研究机构、科研开发推广机构的创业指导
专家、政府部门相关业务负责人、人社部认定的创
业培训师、网络创业培训师等。

据省人力资源开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海南
省创业导师实行聘任制，聘期为3年。导师职责
是为有创业意愿或处于创业初期的各类创业者提
供项目策划、开业指导、项目评估、市场分析、经营
管理、融资贷款、政策法规等方面的咨询和指导。
接受创业者委托，对创业项目进行必要的市场调
查及可行性研究，并提出意见及建议。保持与创
业孵化基地或相关机构沟通、联系，并提出合理性
意见和建议。

选聘程序采取个人自荐与单位推荐方式，符合
条件的申请人可填写《海南省创业导师申请表》，并
附相关资质、荣誉等材料，于2018年7月5日前报
送省人力资源开发局，评审小组对申请人材料进行
审核，择优聘用创业导师并颁发聘任证书。

洋浦持续开展
社会文明大行动

本报洋浦6月11日电（记者林晓君 通讯员罗
其才）今年以来，洋浦经济开发区通过开展文明交通
活动、启动生态文明村建设等方式，掀起社会文明大
行动热潮。据了解，目前该区已启动文明生态村科
研工作，预计今年11月进入工程建设阶段，计划到
2022年全区文明生态村建设实现全覆盖。

在“礼让斑马线、文明我点赞”专项文明交通行
动中，洋浦交警积极引导群众自觉改变出行陋习。
同时，大力整治不戴安全头盔、违法超载、逆向行驶
等交通违法行为，通过现场宣讲违法行为的严重危
害性，以案说法，不断提升群众交通安全意识与文明
素养。

此外，大力推进滨海文化广场、新英湾带状公
园和绿化长廊等工程建设，强力整治“脏乱差”，发
动群众和社区干部共同清除卫生死角，营造干净
整洁的生活环境。

值得一提的是，洋浦还充分利用本土传统特
色文化，通过山歌剧表演和调声演唱等群众喜闻
乐见的方式“送戏下乡”，大力营造孝老爱亲、勤劳
节俭、诚实守信的良好社会风尚。

本周琼岛时雨时晴
最高气温或达36℃

本报海口6月11日讯（记者叶媛媛 通讯员
许嘉 翁小芳）记者今日从省气象台获悉，本周前
初期和后期海南岛多阵雨或雷阵雨，五指山以北
的局地有大到暴雨，中前期海南岛以晴间多云天
气为主，气温升高。本周最高气温或达36℃。

省气象台预计，12日～14日，受西南风影响，
海南岛晴间多云，北部、西部内陆和中部山区的局
地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大部分地区32～36℃。15
日～17日，受季风槽影响，海南岛多阵雨或雷阵
雨，五指山以北的局地有大到暴雨；气温变化不大。

省气象部门提醒，本周农事作业应注意避
开暴雨天气，及时收割成熟的早稻，减少损失；
荔枝、芒果也应及时采摘上市，增加产值；采摘完
毕的果园要及时做好果树修剪管理，促进夏梢抽
发；割胶作业应根据天气预报安排割胶，避免“雨
冲胶”。

气象部门同时建议，文昌等市县本周应抓住机
会开展人工降雨作业以缓解旱情，保亭、三亚和定安
等市县注意监测当地旱情发展并做好作业准备。

13辆车一夜间被砸
财物失窃
7名“大盗”被抓获

本报海口6月11日讯（记者邓
海宁 通讯员陈烽）今天凌晨5时，海
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便衣民警破获系
列砸车盗取车内物品案件，抓获嫌疑
人7名，其中最小年龄13岁，最大年
龄15岁，7人今天凌晨共砸车13辆。

据了解，今天凌晨，美兰公安分局
便衣民警在巡逻守候中抓获张某毅、
王某先、李某名等7名涉嫌砸破汽车
车窗盗窃车内财物的未成年人。经审
查，上述7人分别于今天3时许在大
英路国瑞城小区外马路旁砸破6辆汽
车车窗盗窃车内财物，今天4时许在
滨江路蓝水湾小区外马路旁砸破7辆
汽车车窗盗窃车内财物。

据上述人员交代，他们平时从车
内盗取钱、烟、酒等物，将偷来的酒卖
掉换钱，然后聚在学校周边的水吧内
一起吃喝玩乐。

据了解，这是美兰分局继6月5日
抓获5名未成年作案人，破获新埠岛新
世界花园小区外马路上7辆和长堤路
长堤明珠小区外马路上3辆汽车车窗
被砸车内财物被盗案件后，再次破获
的未成年人砸车窗盗窃财物案件。

目前案件正在侦办，其他涉案人
员正在抓捕中。

海口启动非法采砂
主题宣传周活动

本报海口6月11日讯（记者叶媛媛）为了遏
制海口各河道非法采砂行为，今天上午，海口市打
击非法采砂主题宣传周活动在东山镇正式启动。
海口市、区水务部门将在海口持续开展打击河道
非法采砂宣传活动，营造打击河道非法采砂行为
的良好社会氛围。

活动当天，水务部门执法人员通过悬挂宣传
横幅、发放宣传手册和出动宣传车讲解等方式，
向群众宣传《海南省河道采砂管理规定》和最高
法最高检新颁布的“非法采砂入刑”司法解释等
内容。

海口市水务局副调研员李茂表示，此次活动
采取多种形式全面宣传河道采砂管理相关法律法
规，特别是“非法采砂入刑”主要法律条文，通过宣
传营造浓厚的法治氛围，有力震慑非法采砂行为，
着力保护海口的生态环境和砂石矿产资源，为美
丽海口建设创造良好的河道生态环境。

从即日起，海口市、区水务局将利用一周的时
间赴南渡江海口段沿岸、秀英区东山镇、龙华区新
坡镇和龙泉镇、琼山区旧州镇和甲子镇，以及美兰
区新埠街道办、三江镇、大致坡镇开展打击河道非
法采砂宣传活动。

本报三亚6月11日电（记者易
宗平）当你在居民区楼上看电视或用
电脑时，楼下餐馆产生的油烟、异味、
废气，不但让电器油腻，而且熏得你
直打喷嚏或流泪。对于这种乱象，三
亚市坚决说“不”。近段时间，该市推

行餐饮油烟污染防治协调联动工作
机制，禁止居民楼新建、改扩建产生
油烟等污染物的餐饮服务项目。

据了解，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负责行使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的行
政处罚权，指导监督各区综合执法部

门查处以下违法行为：一是在居民住
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
合楼以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
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
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
的；二是在禁止的区域内露天烧烤食

品或者为露天烧烤食品提供场地的；
三是私搭乱建油烟管道的；四是排放
油烟的餐饮服务业经营者未安装油
烟净化设施、不正常使用油烟净化设
施或者未采取其他油烟净化措施，超
过排放标准排放油烟的。

本报海口6月11日讯（记者良
子 特约记者周平虎）根据我省《关于
实行小客车保有量调控管理的通
告》要求，我省各市县于2018年5月
25日 24时完成存量二手车申请备
案工作，省公安厅交警总队现将存
量二手车申请备案信息向社会公
示，欢迎存量二手车所有人登录海
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官网
（http：//hainanjj.hinews.cn）查 询
存量二手车申请备案信息，并予以
监督。关于存量二手车的具体管理

办法，7月1日前将向社会公布征求
意见。

据了解，目前，全省共有332家
二手车销售企业的8554辆车申请备
案。其中海口 6154 辆，三亚 1146
辆，屯昌170辆，文昌76辆，万宁85
辆，五指山11辆，陵水26辆，保亭3
辆，白沙15辆，昌江32辆，东方160
辆，乐东35辆，琼海21辆，儋州620
辆。

记者了解到，5月16日起，我省
实行小客车总量调控管理。根据规

定，依法登记的二手车销售经营单
位，应在规定时间内向当地二手车交
易市场申请备案，各市县公安交通管
理部门会同工商部门对申请备案的
存量二手小客车进行盘点比对，逐一
审核车辆信息并进行登记造册。核
查属实的，交由公证机构出具存量二
手小客车备案确认公证文件。已公
证的存量二手小客车信息，由省公安
厅交通警察总队分批次向社会公
布。未经公布的车辆不纳入存量二
手车范围。经确认公布的存量二手

小客车应在公布之日起一年内完成
转移登记。

关于存量二手车的具体管理办
法，7月1日前将向社会公布征求意
见。

全省8554辆备案存量二手车信息公布
存量二手车管理办法将在7月1日前公布并向社会征求意见

本报海口6月11日讯（记者邓
海宁 特约记者陈世清 通讯员林馨）
记者今天从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获悉，为了进一步缓解海口市区道路
交通压力，6月18日起海口市得胜沙
部分路段、文秀街实行单向通行，傍海
路、芙蓉路和桃李路等路段将实行限
时单向通行，以提升路网通行能力。

海口车主请注意

18日起这些路段实行单向通行

海口铁警5小时端掉
一网贷诈骗团伙
8名网上通缉犯罪嫌疑人落网

本报海口6月11日讯（记者良
子 通讯员冯虹曼）冒充银行客服，在
网上散布虚假贷款信息实施诈骗，这
是网贷诈骗团伙常见的诈骗手段。海
口铁路公安处近日端掉一网贷诈骗团
伙，抓获网上逃犯8名。

6月9日21时，海口铁路公安处
刑警支队和海口车站派出所民警根据
线索，在澄迈县老城镇南二环路某出
租屋内成功抓获4名涉嫌电信诈骗的
网上逃犯陈某达（男，29岁，儋州市
人）、周某力（男，27岁，儋州市人）、陈
某梅（女，28岁，广东茂名市人）、李某
阳（男，26岁，广东茂名市人）。这4
人于2018年5月份被广西省北海市
警方网上通缉。

据4名犯罪嫌疑人交代，有几名
同案犯还在澄迈县老城镇活动。得到
此线索，民警采取顺藤摸瓜、蹲点守
候，于6月10日凌晨1时30分，在海
口火车南站旁的一出租屋内将正在实
施诈骗的蔡某强（男，26岁，儋州市
人），李某胜（男，27岁，广东茂名市
人）、杨某迎（女，24岁，广东茂名市
人）、赵某童（男，26岁，儋州市人）等4
人一举成功抓获。

近日，在享有“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美誉的古村落定安县龙湖镇高林村，来自北京的摄制团队正在录制关于海南
本土文化的纪录片素材。

据了解，继今年3月底在海口举行的2018海南全域影视拍摄资源推介会上，海南多个市县相关负责人向国内
外影视界嘉宾推介本地影视拍摄资源，邀请更多摄制组到海南取景拍摄，并在影视企业落户、影视拍摄等方面出台
扶持政策后，海南各市县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影视摄制组前来取景拍摄。通过影视作品，海南本土热带旖旎风
光及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黎族苗族风情等，得到有效宣传。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旖旎风光魅力足
频频引得镜头来

路段：得胜沙路部分路
段（与龙华路交叉口至与得
胜沙北二街交叉口路段）

管制对象：由西向东
的机动车

时间：6月18日起

路段：文秀街（与文华
路交叉口至与海秀中路交
叉口路段）

管制对象：由北向南
的机动车

时间：6月19日起

路段：芙蓉路、桃李路部分路段
时段：6月20日起，上午7：00-9：00、下午

16：00-19：00
管制对象：驶入芙蓉路（与民声西路交叉

口至与桃李路交叉口路段）由北向南的机动
车；驶入桃李路（与芙蓉路交叉口至与杜鹃路
交叉口路段）由东向西的机动车

路段：傍海路部分路段
时段：6月21日起，上午7：00-9：00、下午

16：00-19：00
管制对象：驶入傍海路（与万兴路交叉口至

与海甸五西路交叉口路段）由北向南的机动车

海 口 交 警 提
醒，途经以上路段
的车辆须严格按照
交通标志标线的指
示或服从路面执勤
交警的指挥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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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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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时
单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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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制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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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时间：
2018年6月8日至6月19日
公示期内，如有异议，请电话或书
面向交警总队反映
联系电话：68835091 68835092
地址：海南省龙华区滨涯路9号

三亚推行餐饮油烟污染防治联动机制

居民楼禁建产生油烟的餐饮服务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