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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椰林9月19日电（海报集
团全媒体中心记者李金波）9月12日、
13日，陵水黎族自治县安委办分别举
行海南三特索道空中海上联合应急救
援演练、分界洲船舶消防救生演习活
动，力争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完善安全
生产责任制，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
故，提升减灾防灾救灾能力。

“报告值班主任，索道出现故障
停车，短时无法修复。请指示！”

“报告总指挥，线路有 46名乘
客，分布在16个吊篮内，请求立即启
动公司应急响应，报告完毕！”

“立即启动公司三级应急响应，
确保安全！”

……
9月12日下午，在陵水新村码头

南湾猴岛生态旅游区，一场大型的索
道空中海上联合应急救援演练拉开序
幕。本次演习模拟机电设备发生严重
故障，导致索道主辅机驱动系统在短
时间内无法正常运转，在索道线路上
滞留46名游客，其中3名游客滞留在
海上吊篮内的危险情况。

“模拟危险吊篮点在海上，必须
实行空中、水上联合演练。”南湾猴岛
生态旅游区副总经理穆云龙向记者
介绍，此次应急救援，他们选取了最
难的救援点，吊篮离海面有30多米
高，需要空中、海上联合应急救援及
相关政府部门、120急救中心、消防
配合整个演练。

由于地面无法接应，需要船舶在
海面上准确停稳接应。救援人员使
用专用救援装备空中到达被救吊篮，
救下滞留的游客，将被救游客安全降
落到船上甲板后，并对受伤游客实施

紧急人工心肺复苏，然后运送到码
头，紧急送往医院治疗。

救援过程中，空中救援组、海上
救援组、疏散组、医疗组、通讯组、后
勤保障组等救援各组配合默契、动作
娴熟，给现场观摩人员上了一堂精彩
的安全课。

“我们制定有全年的维修和培训
计划。每天早上7点日检，每天下午
对设备进行维修保养。”穆云龙介绍，
景区从1999年开业至今，已安全运
行19年，没有发生过一起安全生产
责任事故。“通过这次演练，提高了公
司快速处理客运索道突发事件的能
力，检验了救援预案的实用性和可操
作性，强化了应急组织管理能力及员
工的安全意识。”

13日上午，在海南分界洲岛旅游
区，2018年分界洲船舶消防救生演
习在这里举行。模拟“分界洲17号”

船在航行中机舱起火，船长下达应急
救援指令后，立即向现场指挥报告求
救，随后开始组织人员救火和转移乘
客。最后，乘客与船员先后安全登上
救生筏，船长携带航海日志等文书和
国旗最后撤离。

“公司每年都会举行一次大型海
上救生综合应急演练，提高员工应对
突发事件的技术和素质，保证每位游
客的生命财产安全。”海南分界洲旅
游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陈海
良介绍道。

“每年定期举行应急救援演练非
常重要，既训练了员工的技术水平和
能力，有效控制事态扩大和减少生命
财产损失，也让参与、观摩演练的群
众受到良好教育，提高应对事故的心
理素质、能力水平。”观摩此两次演习
的省安委办副主任、省安监局副局长
古远新说。

强化安全生产事故应急救援能力
陵水举行海空联合应急救援演练、船舶消防救生演习

海口开展药品安全
突发事件应急演练

本报海口9月19日讯（记者张
期望 通讯员唐静仪）9月 19日，海
口市食药监局组织开展 2018 年全
市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演练活
动。省各市县食药监局、海口市食
药监系统共150余名监管人员参加
了本次演练。

演练聘请了国家食药监管总局
高级研修院应急演练专家进行现场
指导，模拟了海口市药品安全突发事
件应急处置指挥部及其部分组成单
位，针对某次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开展
信息报送、会商研判、决策指挥等应
急处置工作，旨在通过情景构建、任
务设定和角色扮演，训练和提高监管
人员在压力环境下处置突发事件的
能力。

据了解，海口如今已有近700家
零售药店上线使用，基本涵盖了所有
零售连锁企业，服务总量超过170万
人次，开具电子处方80多万份。

本报金江9月19日电（记者陈
卓斌）9月 18日海南日报刊发报道
《“谁来呵护我们的避风港？”》，报道了
澄迈县老城镇东水港渔民因港口岸线
蚀退引发的担忧。新闻报道刊出后，
澄迈县委、县政府领导高度重视，要求
县海洋与渔业局立即开展调查，尽快
制定整治方案，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的
诉求。县海洋与渔业局接到指示后，

立即召开局领导班子会议，研究处置
措施，并组织了省内专家现场调研，分
析造成海岸线侵蚀的主要原因，决定
由省海洋与渔业科学院编制整治方
案，对东水港进行及时有效的整治。

9月19日，澄迈县海洋局邀请省
海洋渔业科学院院长王道儒等5位
专家到实地察看，对东水港侵蚀淤积
现状进行调研分析。下一步将由省
海洋与渔业科学院编制整治方案，对
东水港进行及时有效的整治，使东水
港海岸线不再受到侵蚀，保护渔民生

命财产安全。
9月18日下午，东水港有几艘小

吨位的渔船陆续出海作业，带头的渔
民曾念志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东水港
是周边渔民世世代代的“避风港”，看
着港口北部海岸线（当地称“边湾港
门嘴”）逐渐被海水蚀退，大家心里都
不是滋味。另据考证，在南宋海口港
开渡前，东水港曾处在大陆往来海南
岛的重要交通要道上。如今，这座历
史悠久的古港约有 300 艘渔船和
150家养殖渔排，共有930户渔民在

此生产生活，海岸线变化牵动着大批
渔民的心。

针对渔民急切盼望政府出资修
复东水港北岸防波堤，保护海岸生态
一事，老城镇党委书记陈家壮告诉海
南日报记者，自2013年起，东水港村
委会和老城镇党委政府已多次向县
里反馈这一问题，澄迈县也召开过多
部门会议进行商讨，但此事推动起来
并不容易。首先，项目若要开工，需
县级水务部门请专业技术人员对海
岸进行钻探、勘测、评估，形成有效可

行的实施方案。
澄迈县水务局副局长王大聪则表

示，水务局已于2015年、2017年分别
聘请技术人员到场勘探，并得出该处
海岸有西北方向的海风和东南方向的
海流进行相互作用，造成岸线蚀退的
结论，问题解决起来十分复杂。“此外，
渔民们的诉求除了清淤护堤，也希望
政府出资‘复原’已被大海淹没的近
400米滩涂。”王大聪指出，如此填海
行为并不符合国家规定，若动工只能
以现存岸线为标准进行修复。

新闻追踪

百家企业安全行

本报报道引关注，澄迈海洋与渔业部门开展现场调研

将编制方案整治东水港海岸线蚀退

本报海口9月19日讯（记者尤
梦瑜）“中秋节，月娘圆；月饼香，月饼
圆。”这首旧时琼州中秋歌谣寥寥数
字道出百姓对中秋佳节的向往与美
好的寄托。中秋临近，大家除了提前
准备好月饼等传统节日食物外，不少
地方也开始筹备中秋活动。近日，海
南日报记者采访多位海南文化学者，
了解目前海南为数不多的地区所保
留的“关月娘”习俗，值得一提的是，
这一原本针对未婚男女青年的传统
活动正慢慢融入现代生活方式，通过
丰富的活动吸引群众参与，共建和谐
社会。

海口市演丰镇演东村瑶城村民
小组至今还保留着“关月娘”的中秋
习俗。“在每年农历八月十五中秋夜
月亮升起来的时候，村中的月娘婆即
主持人会先在村中找处宽敞的庭院，
摆上桌子，供上月饼、茶、酒等，并点
上香，让村里18岁以上的未婚男女
来庭院相聚联谊。”学者介绍，后人为
表达对月娘成人之美的感激和怀念，
将此习俗称为“关月娘”，即指“关住
幸福美好的圆满时光，留住成人之美
的月老红娘”。

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日益
提升，现如今，中秋节吃上一块甜糯
的月饼早已不是一件难事，但许多中
秋节的传统习俗却在现代生活方式
的冲击下日渐式微。在海南，能像瑶

城村这一坚守古老习俗的村落已经
很少见了。令人欣慰的是，现在，这
一起初为年轻男女“牵线搭桥”的习
俗已经融入现代生活，成为村里及周
边男女老少庆祝中秋佳节的集体活
动。在中秋节这天，瑶城村的村民们
欢聚一堂，通过开展趣味运动会、健
康舞蹈、唱歌互动等丰富的活动为传
统习俗增加新内涵，也寄托着人们对
生活的无限热爱和对美好幸福生活
的追求向往。邻里之间的关系因为
这样的集体活动而得以维护。健康、
丰富的游乐活动不仅让人们体验、传
承这一传统习俗，感受传统文化的魅
力，更推动着乡村地区精神文明建
设，促进和谐社会的创建。文化学者
们也呼吁各地重视对传统文化习俗

的保护，让海南本土文化得到更好的
保护与传承。

文化学者讲述海南中秋“关月娘”习俗的演变

古时月娘牵红线 今日村民闹中秋

本报海口9月19日讯（记者叶
媛媛）海南日报记者 9 月 19 日从
12345海口市民服务智慧联动平台
获悉，9月18日，在上海举行的全国
12345政府服务热线高质量发展研
讨会上，海口12345热线因高效、优
异的服务斩获“先锋奖”，继去年之后
再次获此殊荣。

主办方有关负责人表示，海口
12345热线在全国12345政府服务
热线中位居前列。再次获得“先锋

奖”，说明海口一直处于不断提升、
不断进步的状态。此次评选更关注
群众体验，即是否真正能为老百姓
解决问题。近些年，海口12345 热
线综合了多项功能，尽管话务量增
大但接通率较高，且在服务规范性
和标准化方面均有进步，关键还能
解决问题，值得称赞和学习。

天津市便民专线服务中心主任
保翔表示，海口12345热线有许多经
验值得学习，尤其是大数据分析和便

民服务的拓展上，给了天津很好的启
示。“希望今后两座城市加强协作，共
同在便民服务上进一步探索新渠道，
把服务的格局做大做全。”

据了解，2018 年上半年，海口
12345热线办件质量呈“五升两降”
态势，办件受理量、热线接通率、前台
直接办结率、办件满意率、新媒体渠
道受理占比上升；办件逾期率、投诉
类办件同比占比下降。2017年上半
年投诉类办件10大热点问题中，噪

音、公交车、违规建设、停水停电、房
地类、物业管理6类问题占比下降。
目前海口已构建起覆盖市、区、街道、
社区、网格员的五级联动指挥体系，
整合交通服务、数字城管、市交警支
队车管所等83条各类热线，实现“一
号对外”，提供7×24小时服务。全
市91个主要部门和单位实现一体式
联勤联动。健全的顶层设计和完善
的平台建设，为海口市民获得高效、
优异的服务提供保障。

我省法院近3年追究
拒执犯罪59人拘留617人

本报海口9月 19日讯 （记者金
昌波 实习生王文卓 通讯员崔善红）
海南日报记者9月 18日从海南高院
获悉，“基本解决执行难”专项行动开
展以来，海南法院依法追究拒不执行
判决、裁定罪达59人，拘留617人，有
力打击了拒执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
维护了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据悉，2016年“基本解决执行难”
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海南法院通过媒
体曝光、网络查控、司法拘留、集中行
动、刑事追责等措施，加大联合惩戒力
度，严厉打击各种失信行为，取得明显
成效。2016年至今年9月7日，全省法
院共发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23003
人，限制高消费25209人次，限制乘坐
飞机75915例，限制乘坐火车7801例，
限制出境478人次，在全省形成了对失
信行为的高压打击态势；通过联合惩
戒措施促使2237名“老赖”主动履行了
义务，履行金额达7.75亿元，有力地促
进了海南执行难问题的解决；在执行
案件连年增长的情况下，海南全省法
院共执结各类执行案件8万多件，执行
到位金额216亿元，82.63%的案件得
到及时执结，实现了近三年执行案件
整体执结率不低于80%的要求。

举报非法采砂
三亚两名群众分获
1万元和5000元奖金

本报三亚9月19日电（记者梁
君穷）9月18日，三亚市公安局海棠
分局根据《三亚市群众举报违法犯
罪线索奖励办法（试行）》，分别对两
名违法犯罪线索举报的群众进行奖
励，其中一名举报非法采砂线索的
群众获 1万元奖励，另一名举报村
口小卖部销售散装汽油的群众获
5000元奖励。

今年5月5日，海棠分局民警接到
群众举报称，有人在海棠区灶仔村非法
盗采砂。海棠分局根据举报情况，快速
出击，抓获非法盗采砂的犯罪嫌疑人2
名，挽回直接经济损失11万元。目前，
该案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该群
众获得举报奖励1万元。

9月 16日 13时许，海棠区某公
司物业一名警保联控队员下班返回
宿舍途中，发现三合村路口一小卖部
存在销售散装汽油的违法情况，便通
过微信向公安机关进行举报。海棠
分局治安大队获得该线索后，立即安
排民警前往举报地点开展调查工作，
现场查获散装汽油11升。海棠分局
已经依法对违法行为人徐某处以行
政拘留15日的处罚。该警保联控队
员获得举报奖励5000元。

9月 17日，文昌市文教
镇加美村的农家书屋，村民
在认真看书。

据了解，文昌市2017年
完成255间农家书屋的图书
更新工作，文化信息资源共
享工程实现255个行政村网
络覆盖。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文昌农家书屋：

激发文化活力
助推乡村振兴

海口12345热线再次斩获“先锋奖”

躲避交警设卡盘查

海口一男子无证驾驶
撞坏护栏被拘

本报海口9月19日讯（记者邓海宁 特约记
者陈世清 通讯员林馨）9月18日凌晨，海口市公
安局交警支队龙华大队执勤交警在夜间清查行动
中查获一无证驾驶小轿车的青年男子，交警根据
相关法规，除暂扣车辆外，还对其给予行政拘留
15日罚款1500元的处罚。

据了解，当天 0 时许，海口市交警支队龙
华大队执勤交警正在玉沙路某酒店门前路段
开展夜间清查行动。忽然，几声强烈的车辆撞
击声引起了执勤交警的注意，只见一辆车牌号
为琼A13A15的红色奥迪车正卡在斑马线中间
的护栏上，一辆电动自行车倒在一旁。事故发
生后，民警立即上前要求车辆驾驶人出示相关
证件配合调查，但该驾驶人却始终无法出示有
效证件。于是，民警将其带回办案区进行调查
处理。

经核实，该驾驶人叫周某喃（男，21岁），未取
得机动车驾驶证。当晚，其驾车欲前往美兰国际
机场接朋友。当他驾驶车辆途经玉沙路时，发现
交警正在前方设卡盘查。为躲避检查，他立即调
转车头，却因避让一辆电动自行车而撞上道路中
间的防撞柱和交通护栏，被执勤民警逮个正着。
经对其酒精吹气测试已排除酒驾。在民警严厉批
评教育下，周某喃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表示十
分懊悔。

一省际班车深夜违规营运被查

40名乘客车票全是假的
本报海口9月19日讯（记者郭萃 通讯员王

南）海南日报记者9月19日从海口市交通港航综
合执法支队获悉，17日晚，该支队夜间执法时，在
海口南港查处了一辆准备过海的违规省际长途客
运班线车，目前该车因无道路运输证被予以暂扣。

18日凌晨，一辆省际班线车半夜载着40名
乘客准备过海时，被海口交通执法队员当场查
获。据执法队员介绍，车牌号为豫ABXX99的省
际班车18日凌晨来到南港后待渡，执法队员便上
前对该车进行例行检查，发现该车不仅无法提供
有效的道路运输证，且车上40名乘客所持车票均
为假票。

据悉，该车是从三亚开往河南的省际班车，车
上的乘客全都在三亚打工，由一个人组织上车，票
价为每人430元。当事司机解释称，该车为正规
营运车辆，但由于现场无法出示有效营运证件，执
法支队对该车以无道路运输证予以暂扣，待进一
步核实后，将依法依规对其进行处理。

海口市交通港航综合执法支队相关负责人表
示，中秋佳节和国庆长假即将到来，返乡过节的旅
客增多，他们也加大了对黑车以及违法违规营运
行为的查处力度，全力保障群众安全出行。同时，
呼吁出行的乘客到正规车站售票窗口购买车票，
切勿听信“拉客仔”的花言巧语，避免图一时方便
和价格便宜而损害自身的合法权益。

收钱违规为他人办理暂住证

三亚一民警
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本报三亚9月19日电（记者徐慧玲）海南
日报记者9月 18日从三亚市纪委获悉，日前，
三亚市纪委、监委对三亚市公安局南滨派出所
科员林刚严重违纪违法犯罪问题立案审查调
查，并由三亚市公安局对其采取指定居所监视
居住措施。

经查，林刚在三亚市公安局南滨派出所负
责户籍管理工作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违
规为他人办理暂住证，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
额巨大，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已涉嫌职务
犯罪。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
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
《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的有关规定，经三
亚市纪委常委会议、三亚市监委委务会议审议，
决定给予林刚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其涉嫌
职务犯罪问题由三亚市监委移送检察机关依法
审查提起公诉。

拜月光，拜月圆，
拜姊妹来团圆；
茶三杯，酒三蛊，
八角姜茶红合合；
金竹梯，银竹梯，
迎得月娘今夜辉；
金竹筒，银竹筒，
求得月娘降个人；
金杨桃，银杨桃，
新官新娘来拜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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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酒驾驶摩托三轮车

五指山一男子
被拘并罚3000元

本报五指山9月19日电（记者贾磊 通讯员
王烁）近日，五指山法院审结多起醉酒驾驶摩托车
案件，在一起醉酒驾驶摩托三轮车案中，被告人黄
某犯危险驾驶罪，被判处拘役三个月，并处罚金人
民币3000元。

2017年8月26日21时许，被告人黄某酒后
驾驶三轮摩托车行经五指山市海榆中线214公里
路段处时被五指山市公安局执勤民警当场查获。
随后，执勤民警将黄某带到海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提取血样，该血样经送三亚市中医院检测，酒精含
量为269.9815mg/100ml，超过了《车辆驾驶人血
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规定的醉酒驾车标
准（80mg/100mL），是醉酒驾驶机动车。该市公
诉机关认为被告人黄某犯危险驾驶罪，建议判处
拘役二个月至三个月，并处罚金。

该院经审理，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罪名、
证据予以确认，对控辩双方的量刑意见，予以采
纳。鉴于被告人黄某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
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