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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区域大气
联合交叉执法进行时

扫黑除恶进行时

作为我省首档脱贫致富类大型
公益节目，电视夜校承担着为全省
贫困群众提供扶贫政策、种养技术、
产销信息、就业需求、诚信文化、感
恩教育等各种培训内容的重要使
命。为了将电视夜校的作用真正发
挥出来，这两年，电视夜校团队精心

挑选、吸收各方面师资力量，共为观
众献上了112期针对性强、指导性强
的节目。

这其中，既有党政干部讲扶贫
政策，又有高校教师和农技专家
讲产业发展方向、农业实用技术；
既有驻村第一书记和农村“两委”

干部介绍帮扶办法、帮扶经验，又
有基层技术人员示范技术实操、
解答技术难题，还有脱贫典型登
台讲述自己依靠双手摆脱贫困的
励志故事……每期节目都给帮扶
干部和贫困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
的帮助。

“你们看，通过收看电视夜校，
我学会了养鸡、养蜂、养牛、养
羊。”海口市龙华区永东村委会脱
贫户王昌黄曾经一对着镜头说话
就脸红,如今自信满满：“老师们
教的养殖知识，都被我转化成了真
金白银！”

电视夜校为省内外观众打开一扇了解海南脱贫攻坚工作的窗口

两年心血倾注 精心成就精品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国企助力乐东精准扶贫

41名贫困青年
当上公交驾驶员

本报抱由12月5日电（记者
邵长春 梁君穷 通讯员麦世晓）扶
贫先扶智，一人稳定就业，全家脱
贫。近日，由乐东黎族自治县政
府、海汽集团海星驾校和三亚公交
集团联合举办的科技助力精准扶
贫“公交驾驶员”定向就业培训班，
又有15名考取A3驾驶证的乐东
贫困户青年通过面试考核，到三亚
公交集团上岗,当上公交驾驶员。

据悉，截至目前已有41名乐
东贫困户青年通过了“公交驾驶
员”定向就业培训，取得A3驾驶证
后被录取到三亚公交集团等国企
就业。

发挥产业扶贫“造血”功能

临高农技培训
基地成立

本报临城12月5日电（记者
刘梦晓 通讯员吴晶）为充分发挥
产业扶贫、就业扶贫的“造血”功
能，12月5日上午，临高县农业科
技培训基地在新盈镇揭牌成立。

据了解，临高高度重视农业科
技工作，今年投入35万元在新盈镇
建立临高县农业科技培训基地，以
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为抓手，运用
现代科技设备，重点支持基层农村
农业人才培养，以此带动贫困户进
行产业扶贫，并通过就业脱贫，助
推脱贫攻坚进程。

本报海口12月5日讯（记者张
期望 特约记者梁崇平）“我今晚带
了蔬菜、百香果、木薯各一筐，全部
都卖完了！”12月3日晚，在海口美
兰区三江扶贫夜校集市，参加夜校
集市的贫困户冯柏元高兴地对海南
日报记者说。

在集市现场，中建五局海南分

公司、海南和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海南腾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海口
市青年致富带头人协会、海南逸
展宏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等爱心
企业向三江镇贫困户表达了采购
意向，预定农产品，为贫困户自产
的农副产品架设起供需对接的桥
梁，帮助三江镇贫困户拓宽农产品

销路。70多名在当地展开扶贫帮
扶的党员干部购买了夜校集市上贫
困户的农产品。

为进一步拓宽三江镇贫困户
的农产品销售渠道，三江镇电商扶
贫中心今后把部分优质农副产品
同步在三江镇电商平台销售，并确
保海口地区可以送货上门。消费

者只需关注三江镇电商扶贫中心
公众号即可在网上购买。三江镇
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三
江镇还将通过扶贫夜校集市线下
购买，电商扶贫中心线上预定的模
式，帮助贫困户销售更多农产品，
增加贫困户收入，坚决打赢脱贫攻
坚战。

海口三江镇扶贫夜校集市开市

农产品销售一空 贫困户喜笑颜开

学生体质测试设备
如损坏闲置将追责

本报海口12月5日讯（记者陈
蔚林 特约记者韩小雨）省教育厅12
月4日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校规范
管理和充分使用《国家学生体质健康
标准》测试器材设备，一经发现损坏、
流失或闲置现象，省教育厅将追究有
关领导和业务人员的相关责任。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2016年省
教育厅通过政府采购购置了一批《国
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器材设备，
配套给我省各地各校。但经相关部门
近期调查发现，部分市县和学校没有
规范管理和充分使用好该器材设备，
既浪费国有资产，又影响学校体育工
作的开展，严重助长了不担当和不作
为的行为。

省教育厅明确，测试器材设备是
政府固定资产，各地各校要规范做好
入账入库登记、设立出入台账登记备
案制度，安排专业人员做好使用、管理
和维护工作，确保其科学管理和充分
使用。

省教育厅将随时进行跟踪督查，
一经发现损坏、流失或闲置，将追究有
关领导和业务人员的相关责任。

我省坚持疏堵结合管控“榔烟”污染

槟榔黑果环保烘干设备
研发推广公司成立

本报海口12月 5日讯（记者周晓梦 实习
生叶映彤）海南日报记者近日从我省槟榔黑果环
保烘干设备座谈会上获悉，湖南省槟榔食品行业
协会将成立海南多元金桥槟榔科技有限公司，推
动符合环保要求的槟榔黑果加工设备研发推广，
和有关部门一同坚持“疏堵结合”管控槟榔黑果
烘烤污染，促进海南槟榔产业绿色、健康、可持
续发展。

会上，湖南省槟榔食品行业协会有关负责人
表示，为了在明年烘烤季来临前的9个月时间内，
完成替代土炉的环保烘烤产能建设，协会决定创
新机制，集中优势资源成立海南多元金桥槟榔科
技有限公司作为平台公司，专门负责环保烘干设
备的调研、选型、研发、招标和中标设备推广，并积
极参与烘烤园区选址与规划、组织烘烤商户进驻
烘烤园区、与深加工企业对接黑果采购，承担向政
府部门汇报工作等，在相关政府部门领导下，全力
高效推进相关工作。

据了解，我省要求各市县坚持疏堵结合，引
导槟榔加工行业绿色环保升级改造，尤其是万
宁、琼海、定安等槟榔主产区市县应结合自身特
点，加快槟榔初加工转型升级与规模化集聚化
发展，推动建设槟榔绿色环保烘烤技术与设备
示范工程。

本报海口12月5日讯（记者良
子 特约记者周平虎）海南日报记者12

月5日从省交警总队获悉，为提示驾驶
人安全驾驶，省公安厅交警总队通过

数据分析统计出近年来全省高速公路
事故多发路段，特向社会公布，广泛告

知提示驾驶人，途经该路段时注意安
全驾驶。

司机们看清楚了——

高速公路这10个路段,事故多发!

交通安全三年攻坚战进行时

2015年-2017年全省高速公路事故高发路段统计表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备注：1、该表统计事故数据均为一般程序处理的道路交通事故；
2、高速公路以5公里为区间，国道以3公里为区间，按照事故起数由高到低统计各高发路段事故情况。

事故辖区

海口

三亚、乐东

临高

海口

定安

澄迈

澄迈

海口

海口

海口

事故路段

环岛高速公路0至5公里

环岛高速公路310至315公里

环岛高速公路525至530公里

环岛高速公路15至20公里

环岛高速公路35至40公里

环岛高速公路565至570公里

环岛高速公路575至580公里

环岛高速公路605至610公里

海屯高速0至5公里

海文高速15至20公里

事故起数

12

14

10

8

7

6

6

6

6

6

死亡人数

2

14

9

10

4

5

5

4

3

1

受伤人数

15

16

10

9

22

11

5

5

10

8

主要肇事车型

小客车、重型货车、拖拉机

小客车、重型货车、摩托车

小客车、货车

小客车、重型货车

小客车、大客车

小客车、货车

小客车

货车

重型货车、大客车

小客车

事故认定原因

转弯车未让直行车先行、未保持安全车距

未保持安全车距、行人违规进入高速公路

未保持安全车距

未保持安全车距、驾驶机件不符技术标准机动车

未确保安全驾驶、未保持安全车距

未保持安全车距、行人违规进入高速公路

未保持安全车距

未保持安全车距、未确保安全驾驶、驾驶机件不符技术标准机动车

未保持安全车距、未确保安全驾驶、驾驶机件不符技术标准机动车

未保持安全车距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我种的4亩香蕉全都挂
果了”……在11月底播出的海
南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以下
简称电视夜校）开播2周年特
别节目中，接受采访的贫困
户、脱贫户分别用“奋斗”“充
实”“上进”“乐观”等词语，对
自己的2018年做了总结。

贫困户的灿烂笑脸和肺
腑之言，是电视夜校为观众所
喜闻乐见的真实反映，更是我
省脱贫攻坚工作取得喜人成
果的生动写照。

日前，国务院扶贫开发
领导小组对 2018 年全国脱
贫攻坚奖获奖个人及集体进
行表彰，海南省脱贫致富电
视夜校工作推进小组办公室
荣获组织创新奖。可以说，
2016 年 11 月 18 日开播至
今，该节目已经成为省内外
观众了解和关注海南脱贫攻
坚工作成果的一扇窗口。

两年前电视夜校第一期节目播
出时，“961017”脱贫致富服务热线
也随之开通。该热线受理群众对帮
扶政策、实用技术、市场信息的咨询
与帮扶申请，两年间共接到群众来信
来电5.5万余个，生成工单3.9万余
个，办结率达99.68%，为农民群众搭
起了直通政府职能部门的坚实桥梁。

把服务从屏幕上延伸到屏幕下，
是电视夜校这两年来不断努力的方
向——通过组织线下相亲活动，他们
让不少贫困户“脱贫又脱单”；通过组
织线下售卖活动，他们帮助贫困户把
农特产品卖出大山；通过组织线下培
训活动，他们让贫困户切切实实掌握
了种养殖技术……

受到电视夜校线下培训活动的
启发，各市县电视夜校工作组也积极
开展了本土化的线下培训。比如，屯
昌县先后在28个村委会举办了17期
扶贫政策解读和产业技术培训课，为
1200多人次贫困村民讲授了健康扶
贫政策、电商扶贫政策等知识。

电视夜校工作推进小组办公室

联络员曾纪军说，接下来，工作推进
小组将进一步增强节目可看性、趣
味性，让农民群众听得懂、学得会、
用得上；进一步用好“961017”热线，
更好更快地了解和解决贫困群众的
需求及困难；进一步加大线下培训
力度，切实增强贫困群众的脱贫致
富能力。 （本报海口12月5日讯）

和王昌黄一样，每周一晚上都
会准时守在电视机前，等候电视夜
校播出的贫困户、脱贫户还有很多。

从我省帮扶干部和贫困群众收
看电视夜校的统计数据来看：今年
初到11月底，全省夜校管理员平均
签到率达99.71%，贫困群众平均参
学率也高达96.05%。

授“鱼”容易，授“渔”难。为了让

贫困群众愿意看、喜欢看、看得懂，电
视夜校团队为每一期节目倾注了心血
——“加班熬夜就是工作的常态。”“两
年来没有一个完整的周末。”“为了拍
摄一个片段，我们穿越五指山阿陀岭，
路上颠得把胆汁都吐了出来”……

电视夜校导演组编导王鑫羲印
象深刻，有一次，为了请琼中黎族苗
族自治县番响村脱贫户王国谦到现

场讲述脱贫故事，电视夜校团队多
次到其家中拜访，还打了数十通电
话与其沟通节目流程，“三顾茅庐”
方才请出了这位“脱贫之星”。

她还说，不少受邀到场的贫困户
由于文化水平不高，平时说话又多用
方言，录制时即使一个字一个字地看
着稿念还是频频出错。每每这时，导
演组就要一边安抚贫困户，一边迅速

按照他们的语言习惯修改讲稿。一个
十几分钟的片段录上几个小时是常有
的事。

精心塑造精品。王国谦的节目
播出后得到热烈反响：“老王讲得很
实在！”“我听了之后很受启发！”“帮
扶干部帮我也像帮老王那么卖力，
可是我就是积极性差了点，不然也
能上电视露露脸了”……

送知识 节目内容能转化成真金白银

树榜样 “三顾茅庐”请出“脱贫之星”

求实效 把服务从屏幕上延伸到屏幕下

“雷霆一号”集中收网

我省打掉15个涉恶团伙
本报海口12月 5日讯（记者良子 特约记

者宋洪涛 通讯员王坤）海南日报记者 12月 5
日从省公安厅扫黑办了解到，11月 13日至 28
日，我省各级公安机关在为期半个月的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雷霆一号”集中收网行动中，雷霆
出击，采取有力措施打掉15个涉恶团伙、25个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团伙。

据了解，截至11月28日，全省各级公安机
关在“雷霆一号”行动中，共打掉涉恶团伙 15
个，破获涉黑涉恶类刑事案件 161 起，抓获犯
罪嫌疑人 184 名，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资金
317.936 万余元；打掉电信网络诈骗团伙 25
个，端掉窝点 10 个，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863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1名，查封扣押冻结
涉案资金 171.8103 万元；破获毒品犯罪案件
109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97名，缴获各类毒品
2996克、液体毒品9990毫升；抓获涉黑涉恶在
逃人员51名。

琼海警方征集
涉黑涉恶犯罪线索

本报嘉积12月5日电（记者丁平 通讯员冼
才华）近日，琼海市公安局成功侦破一个以王绍鼎
为首的涉黑涉恶犯罪团伙。琼海市公安局希望受
害群众及广大人民群众检举、揭发该犯罪团伙的
违法犯罪线索。公安机关将对举报人的信息严格
保密，对举报人进行打击报复的，公安机关将依法
予以严惩。

王绍鼎为首的涉黑涉恶犯罪团伙成员有：王
绍鼎（绰号：“阿浪鼎”，系嘉积镇里帮村委会出文
山村人）、王国强（绰号：“阿B”，系嘉积镇里帮村
委会出文山村人）、王弟（绰号：“马仔弟”，系嘉积
镇里帮村委会里邦下村人）、王平（系嘉积镇里帮
村委会里邦上村人）、王国胜（系嘉积镇里帮村委
会里邦上村人）、王军（绰号：“大头军”，系嘉积镇
里帮村委会上朗村人）、王元才（绰号：“阿猫三”，
系嘉积镇里帮村委会里邦下村人）、全春胜（系嘉
积镇里帮村委会里邦下村人）、王天然（系万泉镇
东升农场十九队人）、符来东（系嘉积镇里帮村委
会迈一村人）、王国斌（系嘉积镇里帮村委会出文
山村人）、王国文（系嘉积镇里帮村委会华六村
人）、王岩（绰号：“阿薯”，系嘉积镇里帮村委会新
礼陶村人）等人。该犯罪团伙长期在琼海市嘉积
镇泮水墟周边及附近地区进行寻衅滋事、敲诈勒
索、故意伤害、强迫交易、故意损毁财物等违法犯
罪活动。

举报电话：琼海市公安局指挥中心110；琼海市
扫黑办：0898-62896359；冯警官：13337591032
（专案组）。

销售未经检验进口化妆品

海口2店铺被处罚
本报海口12月5日讯（记者张期望）12月5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食药监局获悉，海口美兰
雨顺港百利百货超市和海口龙华福品汇便利店等
2家店铺因销售未经检验的进口化妆品等行为被
处罚。

其中，今年10月31日，海口食药监局执法人
员在对海口美兰雨顺港百利百货超市检查时发
现，该店货架陈列的5种面膜共49片，外包装无
中文标识。执法人员对上述无中文标识的化妆品
进行扣押，要求当事人提供上述扣押产品的供应
商资质、产品检验报告、购销单据及记录等相关材
料，该店逾期未能提供。根据相关规定，该店构成
销售未经检验的进口化妆品行为，未经检验的进
口面膜49片全部被没收。

“五带动全覆盖”
让村民踏上脱贫路

“咩……”12月5日，文昌公坡连榜养殖黑山羊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羊栏里传出小羊崽的叫声。贫困户黄爱玲将粉碎后的牧草
熟练地投进食槽。该合作社已有28户贫困户入股。今年以来，文昌大力推行“五带动全覆盖”产业扶贫模式，鼓励和引导贫困村
民与农业龙头企业、共享农庄、农民合作社示范社、示范家庭农场、致富能人等5类经营主体建立利益联结机制，通过发展特色扶
贫产业，实现脱贫致富。截至目前，已有1.6万余名贫困村民与5类经营主体建立利益联结机制，踏上脱贫路。本报记者 袁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