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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安全三年攻坚战进行时

党建理论类节目《光荣的追寻》创新理论宣讲形式

20位党员探寻“初心”收获观众好评
本报海口9月7日讯（记者尤梦

瑜 实习生乔敏瑞）年过八旬的老兵夫
妻陈荣超和杨玉仙，退休后倾其所有
捐建了两所爱心学校和33所爱心书
屋；“80后”的肖琳从当年汶川“5·12”
大地震的志愿者成长为扎根高山贫困
村10年的大学生村官；在海外工作
10余载的黄莹，坚守本职岗位，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10期节目，满满
感动，催人奋进；20位党员，讲述人
生，探寻“初心”。近日，由省委宣传部

主办，海南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
党建理论类节目《光荣的追寻》在旅游
卫视播出完毕，创新的节目形式不仅
让这档理论宣讲类节目引来关注，也
让其收获了观众的好评。

“他们常年奔波，有的是为祖国建
设，有的是为贫困山区的百姓过上好日
子，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共
产党员。”作为一名刚刚入党的新党员，
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戏剧专业学生
吴璇在观看了《光荣的追寻》后，被节目

中一个个真实、鲜活的人物和故事所打
动。“作为一名新党员，我要不断地向榜
样看齐，学习老一辈党员的精神，坚守
着共产党人的初心，不断奋进。”

“我们常说‘不忘初心’，那么每位
共产党员的初心究竟是什么？经过主
创团队的设计构思，大家决定从党员入
党之初的这份入党申请书入手，去寻找
和探究那份初心。”《光荣的追寻》制片
人、主持人冯硕介绍，近两年来，朗读
类、讲述类节目人气攀升，因此节目选

择了以这样观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展开。
节目由主持人敬一丹作为入党申

请书的“开启人”，冯硕作为“追寻人”，
通过对主人公入党申请书的“追寻”，
邀请当事人走进演播室，讲述生动的
故事。每期节目最后的“特殊入党申
请书”环节，则会带领观众“穿越”回峥
嵘岁月，去了解和感受焦裕禄、雷锋、
梅兰芳等更多中共党员的故事。节目
还特别邀请社会学专家邴正、中共中
央党校教授常欣欣担任追寻观察员，

与观众们一起探寻每一份入党申请书
中的“初心”。

“从革命先烈到基层工人，大家用
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我们在入党申
请书中的那份‘初心’。作为一名新时
期的共产党员，我一定要继承和发扬党
的优良传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脱
贫攻坚战中抓好党建工作，勇扛责任担
当，为建设山海黎乡大花园贡献自己的
一份微薄之力。”昌江黎族自治县石碌
镇尖岭村驻村第一书记李宗明说。

本报金江 9月 7日电 （记者良
子 特约记者周平虎）9月5日，省公安
厅交警总队联合省安监局、省公路管
理局等部门，出动50多人力量联合开
展打击货车超载超限和非法改装专项
治理行动。海南交警当天首次启用远
程视频监控，共查处40辆超载货车。

联合行动是下午4点开始，行动
临时指挥部设在海口市公安局西秀派
出所。当天行动调集海口交警与澄迈
交警进行异地用警，开展大整治行
动。省联合治超执法机动三队在队长
孙文利带领下全员出动，并抽调海口
25名交警，文昌、定安、屯昌14名路
政执法人员参与行动。指挥部将所有
抽调路警执法人员分为六个小组，在
六个点（粤海-南海路口、白莲互通、
大丰互通、金马大道、福山互通、机动
点）行动。

“这次行动事前不打招呼进行突

击检查，防止走漏风声。”海南省交警
总队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次行动首次
采用远程视频监控调度，设置临时指
挥部，通过高速公路和附近路段视频
监控，发现超载车，及时调度沿线力
量，指令6个小组拦截查处，形成有效
打击力度。

当天，海南日报记者在老城治超
站点看到，现场排满被查处的超载车
辆正在过磅。“基本上每辆车超载达到
100%以上，甚至160%。我们将扣违
法行为人驾驶证半年，记6分，处罚
2000元。”海口交警执法人员介绍。

“全省交警部门积极开展联合执
法，联合交通、路政、安监等相关职能部
门开展‘治超’专项整治行动，形成齐抓
共管的局面，严查超限超载违法行为。”
据省交警总队相关负责人介绍，我省公
安交通管理部门积极联合多部门，以高
速公路和国省干道为重点，以固定超限

检测站和治超卡点为依托，强化午间、
夜间和周末、节假日治超力度，消除盲
区盲点，对超限超载、非法改装等违法
行为，责令并监督违法行为人采取卸
载、切割拆解等改正措施。

据了解，“三年攻坚战”以来，我省
共查处各类道路交通违法行为70万
余起，现场违法25万余起，其中货车
超载2436起，非法改装2377起。

又讯（记者良子 特约记者周平
虎）9月5日下午3时，在福山加油站
内，停满了超载超限货车，但是车上的
司机却不见踪影。“这些车主半路得到
风声，前方有查车，就把加油站当成超
限车辆的避风港。我们到达的时候第
一辆车还想冲卡，被我们拦下。”执勤
交警介绍，在日常的行动中，也经常会
碰到这样的现场，车主玩起“躲猫猫”，
查处的过程中，拒不配合。

这些超载货车每次出动时，都会
有通风报信“探路车”，这也给执法部
门带来查处困难。并且在检查中，交
警部门也发现每辆车均存在加长、加

宽、加高的非法改装情况。“通过错时
执法，精确打击，对超限超载运输行为
才能起到了强烈的震慑作用”。海南
交警总队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些车必
须先将车辆恢复原状，消除违法后才
能被放行。

2个小时过去了，货车司机还没

有出现，所有执法人员都坚守现场。
僵持到晚上7点半，前来的开锁公司
人员对这20辆“弃车”逐一开锁并启
动，开回治超站进行取证。据检测，这
20辆货车全部超载，有的货车超载到
达160%。交警部门将依法作出相应
处罚。

我省交警首次启用远程视频监控查处超载货车
20辆超载车躲进加油站，交警开锁查扣将依法处罚

本报定城9月7日电（记者邓
钰 特约记者司玉 通讯员张博）定
安县岭口镇的槟榔加工作坊熏烤槟
榔，造成“榔烟”缭绕笼罩村庄现象9
月7日经《海南日报》报道后，引起
定安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当
天，定安县综合执法局、县农业局、
岭口镇政府等多部门联合行动，在
岭口镇大塘村、田堆村等多个村庄
开展槟榔熏烤土灶依法强制拆除行
动，共拆除8座槟榔加工作坊，168

个槟榔熏烤土灶，拆除面积约1680
平方米。

海南日报记者在田堆村的一
座槟榔加工作坊看到，一间简易
的瓦房内堆砌多个土灶台，房内
堆积着已劈好的木柴。执法人员
在加工作坊的周围拉起了警戒
线，将房屋内物品转移到安全的
地方，确保人员安全撤离后，在挖
掘机的轰鸣声中，土灶化成一堆
碎片瓦砾。

岭口镇委书记利泽表示，为保
证行动的顺利进行，岭口镇制定了
强制拆除槟榔熏烤土灶具体行动方

案，强制拆除前，已提前向各槟榔加
工作坊下发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
要求相关负责人在三天内拆除槟榔
熏烤土炉，否则将列入“黑名单”，逐
步进行拆除。同时，成立强制拆除
槟榔熏烤土炉加工点行动指挥领导
小组，并召开全镇整治槟榔熏烤土
灶加工工作会议，部署整治行动。
在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下，工作人
员按照责任分工，配合联合执法行
动队伍严格执法。 同时，岭口镇
将从本月开始持续至槟榔收获期
结束，全面加强槟榔熏烤土灶巡查
和监督管理，依法取缔辖区范围内

现有采用传统工艺烟熏烘烤槟榔
黑果的加工点，做到发现一起，查
处一起。

定安县副县长刘民表示，近年
来，定安始终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将加大对槟榔熏烤
土灶的治理与推进“六大专项整治”
相结合，不断推动槟榔产业改造升
级，杜绝“榔烟”四起的乱象。目前，
定安正在开展依法强制拆除槟榔熏
烤土灶行动，日前已在翰林镇和岭
口镇拆除 13处槟榔加工作坊，共
434 个槟榔熏烤土灶，拆除面积
4345平方米。

定安多部门联动治“榔烟”
昨拆除8座槟榔加工作坊中的168个熏烤土灶

本报万城9月7日电（记者袁
宇 通讯员梁振玮）9月7日，万宁开
展打击违规槟榔黑加工点专项行
动，对该市长丰镇4家槟榔黑加工
点进行查处，并强制拆除其中2家
槟榔黑加工点的土灶。

9月7日上午，万宁市政府主要

负责人带领该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市
环保局、长丰镇等单位，对长丰镇4处
槟榔黑加工点进行联合查处。其中2
家黑加工点负责人多次无视政府部
门警告，一而再、再而三地使用土灶
熏制槟榔，执法人员当场使用铁锤强
制拆除了上述2家加工点的槟榔灶。

万宁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
传统的土法熏烤槟榔工艺简单、成本
低，但会产生大量有害烟雾，严重影
响空气质量。时值万宁槟榔成熟采
摘季节，该市将持续组织打击行动，
做到发现一起，打击一起，清除“榔烟
四起”现象，给广大市民群众和游客

们营造一个良好、干净、清洁的人居
环境和旅游环境。同时，万宁将进一
步强化巡查，防止槟榔黑加工点偷偷
生产，依法强制取缔拒不灭火、停止
生产，继续采用传统土法工艺烟熏烘
烤槟榔的黑加工点，并依法追究黑加
工点负责人的法律责任。

海口住建部门网站被克隆
市民需防范避免信息泄露

本报海口9月7日讯（记者叶媛媛）海南日
报记者9月7日晚从海口市住建局资金处获悉，
近期该局收到反馈信息称，一个名为“海口市房地
产管理局政务网”的门户网站（域名 http：//
www.hksfgj.com/），克隆该局门户网站各类公
开信息，是典型的虚假政府网站。海口市住建局
提醒广大市民小心防范，避免信息泄露。

据悉，该克隆网站设有名为“合同备案查询”、
“房产证查询”的栏目，需要输入合同号和密码，产
权证号、产权人姓名和密码等敏感信息。此网站
存在两个风险：一是如输入真实信息会被该网站
记录导致市民信息泄露，二是网站所有者可利用
该栏目注入特定数据进行诈骗。

海口市住建局提醒，此网站并非该局设立的
网站，海口市住建局门户网站为“海口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域名地址：http：//hkjsj.haikou.gov.
cn），业务网站为“海口市住宅与房地产信息网
（域名地址：http：//hkrealestate.haikou.gov.
cn），除以上两个网站外该局再无其他网站，请提
高警惕，认准正规网站，避免信息泄露、遭受财产
损失。如发现涉及虚假网站，请来电告知，电话：
0898-68702879，如已遭受损失，请及时报警。

万宁依法查处4家槟榔黑加工点

海口老旧楼房加装电梯
是否有补贴
回复：未出台优惠政策

本报海口9月7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
记者周静泊）海口不少早期建设的居民楼都未安
装电梯，这给居住其中的老年人带来不便。8月
下旬，有几位网友在南海网“问政海南·找领导”栏
目咨询海口旧楼加装电梯是否有政府补贴等优惠
政策。海口市有关部门回复称，目前海口仍未出
台旧楼加装电梯补贴等优惠政策。需加装电梯的
老旧小区业主可向海口市规划委提出申请，并按
要求递交材料，取得许可证后便可加装电梯。

海口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在回复中表示，目前
海口市尚未出台既有住宅增设电梯的相关补贴
政策。

在没有补贴的情况下，部分老旧小区业主仍
想加装电梯该怎么办？海口市规划委员会相关负
责人表示，2014年，《海口市规划局既有住宅加装
电梯规划审批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出
台。按规定，在满足建筑结构、消防等安全要求和
城市景观的前提下，海口市已办理房地产权登记
的既有住宅（列入棚户区的除外）可以申请加装电
梯。业主或业主代表可以提出申请，也可以由业
主委员会提出申请，申请时应提交以下资料：1、
申请人身份证明文件、房地产证复印件；2、经办
人身份证明文件及授权委托书；3、具备设计资质
的设计单位出具的设计图纸和结构安全证明书；
4、本栋（梯）房屋专有部分占本栋（梯）总建筑面
积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占本栋（梯）业主总人
数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同意加装电梯的证明材
料。申请资料提交地点：海口市长滨路3号市政
府第二行政办公区15号楼南楼1楼海口市规划
委员会。

据了解，从2014年《细则》实施后至2018年
9月7日期间，海口市规划委员会受理的既有住宅
加装电梯申请共有187部，其中，123部获批建，
11部在办，53部退档。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还从海口市规划
委美兰规划局了解到，自《细则》实施以来，该局
已收到14宗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申请，其中有7
宗通过审批。秀英规划局也表示，至今只有1宗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申请获批。据了解，既有住宅
加装电梯申请未通过的常见原因是同意业主人
数或业主房屋专有部分占总建筑面积未达三分
之二。

百姓难题 政府帮忙

五指山通报两起
环保领域违纪违法典型案例

本报五指山9月7日电（记者贾磊 通讯员
汪洋）海南日报记者从省廉政网获悉，五指山市纪
委市监委近期查处了两起环保领域违纪违法典型
案例，其中涉及部分村党支部党员毁坏国家重点
保护植物、非法收购珍贵野生动物的情节。

其中一起是该市毛阳镇什益村党支部党员
王海毁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问题。据悉，2011
年8月至2014年8月，王海未经林业主管部门批
准，擅自在国有公益林区内开荒种植槟榔树，并
毁坏林木5株，其中1株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植
物野生沉香树。2018年1月，王海受到留党察看
一年处分。

另外一起案例是南圣镇南圣村党支部党员洪
权非法收购珍贵野生动物问题。据悉，2015年8
月，洪权非法收购1只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猕
猴，并在家中饲养。2017年12月，洪权被法院以
犯非法收购珍贵野生动物罪，判处拘役二个月，缓
刑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2018年6
月，洪权受到开除党籍处分。

通报强调，上述两起案例说明，个别党员环保
意识不强，破坏生态的违纪违法行为时有发生，必
须严肃处理。

通报要求，五指山市各级党组织要牢固树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决贯彻生态
核心区的功能定位和发展要求，始终把养护保护
生态环境放在该市发展稳定的首要位置。各级
纪检监察机关要充分发挥监督职能作用，敢于动
真碰硬，以强有力问责倒逼环保责任落到实处，
为五指山市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坚强有力的纪律
保障。

近日，高空俯瞰经过河
水治理后的海口美舍河国兴
桥段，重现昔日水清景美的
景象。

经过生态修复，美舍河
沿岸的混凝土被拆除，取代
的是绿意盎然的红树林。如
今，这里已成为市民休闲散
步的好去处。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海口美舍河沿岸
市民休闲好去处

海口汽车西站路段开始
高清视频抓拍违停
禁止临时和长时间停车

本报海口9月7日讯（记者邓海
宁 特约记者陈世清 通讯员李盛兰）
9月7日，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在海
口市汽车西站路段启用高清视频抓拍
违法停车设备，只要车辆出现违规候
客上客等违法行为，便会被立刻抓拍。

海口市交警支队在汽车西站出租
车违章投诉较多的路段设置了高清摄
像头，抓拍设备启用后，汽车西站路段
禁止临时和长时间停车，违法停车将
被处以罚款100元，记3分。

省公安厅扫黑办征集
“菜霸”“渔霸”举报线索

本报海口9月7日讯（记者良子
特约记者宋洪涛 通讯员陈炜森）为深
入打击“菜霸”“渔霸”，9月7日，海南
省公安厅扫黑办发布通告，向社会公
开征集相关线索。

通告称，请广大人民群众积极举报
在蔬菜、渔业流通领域的涉黑涉恶势力
违法犯罪线索，公安机关将依据《海南
省举报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线索奖励办
法》兑现奖励，并依法为举报人保密及
确保人身安全。联系人：陈警官，手机：
13807526056； 王 警 官 ，手 机 ：
13907535820。

9月5日，执法人员在澄迈福山查处超载货车。（省交警总队提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