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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胜执行难见行动

扫黑除恶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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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航海南分公司开展主题活动

学习英雄事迹 守护航班安全
本报海口12月10日讯（记者王玉洁 通讯

员闫旭）12月9j日，南方航空海南分公司温馨乘
务组开展“学习英雄事迹，弘扬英雄精神”主题学
习活动。参加学习的机组人员表示，要坚决把非
凡英雄精神体现在平凡工作岗位上，体现在对人
民生命安全高度负责的责任意识上。

参与活动的全体机组成员还结合自身工作热
切讨论如何向英雄学习，大家一致认为要把这种
精神融入到日常工作中去，坚持良好的职业素养，
以严谨的工作态度不断提升专业技能，面对突发
事件保持沉着冷静，果敢处置，牢牢守住安全这条
民航业的生命线，任何时候任何环节都不能麻痹
大意。

通过此次学习，不少机组成员还对自己的工
作有了新认识。他们认为，飞行工作日复一日，看
似平凡，但保障每一个航班安全，就是不平凡。他
们表示将继续努力，一个航班一个航班地盯，一个
环节一个环节地抓，为实现民航强国目标、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再立新功。

本报海口12月10日讯（记者
良子 通讯员张日忠）依据国家发
展改革委、中国人民银行、交通运
输部等36个部门联合签署的《关于
对严重违法失信超限超载运输车
辆相关责任主体实施联合惩戒的
合作备忘录》，近日，交通运输部正
式发布2018年第三批严重违法超
限超载失信当事人信息。我省查
处上报的5辆货运车辆，被列为失
信惩戒对象。

“这5辆车由于1年内非法超限
超载被执法部门查处3次，我们按
规定将其列入‘黑名单’上报交通运
输部，这也是当前我省公路治超工
作深入推进的主要措施和手段。”省
治超办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据介绍，我省从事道路客货运
输的经营业户约有5万多户，非法
改装、超限超载和源头企业不按规

定装载等行业不规范的现象比较
严重。

为加快推进行业信用体系建
设，依法加大对失信行为的联合惩
戒力度，对促进交通运输行业健康
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我省治超执法部门不
断加大对失信“黑名单”的联合惩戒
力度。联合惩戒对象为严重违法失
信超限超载运输车辆的相关责任主
体，包括：货运源头单位、道路运输
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
和负有直接责任的有关人员、道路
运输从业人员和货运车辆等。

今年第三季度，我省执法部门
查处的琼 A60532、琼 B20332、琼
A61093、赣CR1218、赣K61619等
5辆失信当事人名单中的货运车辆，
一年内违法超限超载均超过3次，
达到联合惩戒标准，由我省治超办

汇总上报，将由道路运输管理机构
吊销其车辆营运证。

据省治超办相关负责人介绍，
列入失信“黑名单”将给其带来诸多
不便，包括限制或禁止失 信当事人
的市场准入、行政许可；对失信当事
人加强日常监管，限制融资和消费；
限制失信当事人享受优惠政策、评
优表彰和相关任职等。

根据《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
六十六条规定：对一年内违法超限
超载运输超过3次的货运车辆，由
道路运 输管理机构吊销其车辆营
运证；对一年内违法超限超载运输
超过3次的货运车辆驾驶人，由道
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其停止从事
营业性运输；道路运输企业一年内
违法超限超载运输的货运车辆超
过本单位货运车辆总数10%的，由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道路运输

企业停业整顿；情节严重的，吊销
其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并向社会
公告。

“我们将要求各市县治超办和
交通行业协会建立健全交通诚信
档案，每季度统计报送失信‘黑名
单’，着力解决好对经济社会发展
造成重大负面影响的重点领域失
信问题。”省治超办相关负责人说，
目前我省交通运输信用体系覆盖
范围不广、联合惩戒力度不足、市
场竞争秩序不好、交易成本高、市
场监管难度大等问题依然存在。
加快行业信用体系建设，加大失信
惩戒力度，有助于充分发挥市场在
交通运输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
用，有助于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开展事中事后监管，真正营造“守
信者荣、失信者耻、无信者忧”的良
好氛围。

交通部发布今年第三批严重违法超限超载失信人名单

我省查处的5辆货运车辆被列为失信惩戒对象

本报那大12月10日电（记者林
晓君 通讯员高琼芳）儋州市人民法
院12月7日发布了一份查找被执行
人下落的执行悬赏公告。这是儋州
法院自启动悬赏费用补偿保险机制
以来，发布的首例执行悬赏公告。

《悬赏公告》称，申请执行人张某
妹与被执行人王映彩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被执行人王映彩至今未履行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且儋州法
院尚未查到其下落，现依申请执行人

张某妹的申请，公告查找被执行人王
映彩的下落。凡提供儋州法院尚未
掌握的、且真实有效的线索，儋州法
院通过该线索找到被执行人王映彩
下落，使其到案履行债务的，将根据
申请人的承诺，支付2000元赏金。

为保护举报人人身安全及个人
隐私，儋州法院郑重承诺，对提供线
索的人员身份及提供线索的有关情
况予以保密。

据了解，今年6月，为进一步畅

通被执行人及其财产发现渠道，真
正破解执行案件“查人找物”难题，
提高执行案件执结率和执行到位
率，通过加强信息公开共享，形成多
部门、多行业、多手段共同发力的信
用惩戒体系，切实让失信被执行人
受到“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惩戒，
让失信被执行人无处遁形，儋州法
院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儋州分公司签订了《悬赏费用补
偿保险协作协议》。

该《协议》规定，申请执行人可以
向保险公司自愿缴纳悬赏金额10%

的费用作为保费，向社会悬赏征集执
行案件线索，如果悬赏成功，保险公
司负责代为支付全部悬赏金。

通过悬赏费用补偿保险，大大
降低申请执行人的经济压力，减轻
其维权成本，并吸引更多的社会力
量参与查找被执行人及其财产线
索，压缩被执行人逃避执行的空间，
促使其主动履行义务，维护申请执
行人合法权益。

这一举措，是儋州法院“基本解
决执行难”工作的一大利剑，将会在
今后的执行工作中发挥更大作用。

启动悬赏费用补偿保险机制

儋州法院发布首份执行悬赏公告

交通安全三年攻坚战进行时

残疾辅具流动车
上门服务

近日，省残联的残疾辅助器具流动车开进海南省皮肤病医院麻风区，免费为残疾人朋友提供优质服务，
现场安装指导，为有辅具需求的76名残疾人免费发放轮椅、义肢、助听设备等辅助器具。

据了解，全省约有50万残疾人，其中约有30万残疾人需要辅助器具服务，今年以来，我省已完成5000
多辅助器具适配。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从一个普通退伍兵，到攻克数个
育种技术难题的专家，退役28年来，
周晓东一次次让人“刮目相看”。

1987年入伍的周晓东，曾在东北
某部队农场服役。1990年，他退伍回
到原籍辽宁省沈阳市后，经过一段时
间的考察和思考，最终踏上了选育小
麦新品种的路。

未受过系统培训的周晓东，在科
研道路上遇到的困难可想而知。那段
时期，他家里的花盆种的是麦苗，桌上
摆的是麦种，地上堆的是麦秆，书柜里

装的全是关于小麦的书。
后来，他找了块地当试验田。三

伏天，他蹲在田里记录试验数据，戴着
草帽拿着镰刀给小麦测产，被蚊虫咬
得一身是包。他夜以继日将成千上万
个麦种进行研究、比较、筛选，并多次
向专家请教。

经过10余年的努力，2004年底，
周晓东选育成功了我国第一个“铁秆
小麦”抗倒伏小麦新品种，将黑龙江省
的小麦产量由每亩500斤提高到了每
亩1000斤。2005年夏，黑龙江省克

山县遭遇强降雨，全县小麦倒伏面积
达90%以上，唯有周晓东在克山县试
验田里的150亩小麦一株也没倒，收
获后平均亩产还突破了800斤。

除了解决春小麦抗倒伏的难题，
周晓东还一次次地刷新着他的“成绩
单”：收集整理了3万多份水稻、小麦
种质资源，建立私人种源库；在辽宁省
中部地区试种的小麦、水稻“一年两
熟”获得成功，实现了辽宁省传统大田
粮食作物一年一熟种植模式的突破，
亩产比单种一季水稻多400斤，且可
节约灌溉用水30%；成功将东北水稻
品种移植到海南，实现了北稻南移，亩
产突破1000斤且口感不发生变化；获

得国审品种两个，累计为国家增产粮
食20亿斤……

常年在田间地头工作的周晓东明
白，粮食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温饱，更
是安全感和对未来的希望。汶川地震
后，他向灾区捐献了10万斤小麦；雅
安地震刚发生，他就把1万斤大米运
往灾区；2013年8月，辽宁抚顺清原
县发生特大山洪，他又为灾区人民送
去1万斤大米。

周晓东的爱人在海军服役，常和
他讲起南海岛礁守岛官兵缺少淡水和
新鲜蔬菜的困难。为支持部队建设，
他搬家到了三亚，利用专长研究解决
官兵困难。

他在三亚自己的试验区里养猪、
养鸡、养鸭、育苗、种菜，用渔船给岛上
官兵送去。这些年，他累计为西沙岛
礁免费送去新鲜蔬菜12万多斤，猪肉
1万多斤，鸡蛋1万多斤。

2014年，他给官兵送去了海水淡
化机，还专门从三亚带去了泥土、肥料
和种子，教岛上官兵就地种植蔬菜，并
给岛上的菜园子安装了自动喷灌设
施。现在西沙岛礁的瓜菜能够正常生
长，黑色旱稻也在岛上种植成功。

十几年来，周晓东与守岛官兵结
下了深厚友谊。战士复员退伍回家，
都会来看看这位“姐夫”。

（新华社北京12月10日电）

为支持部队建设，他搬家到三亚，累计为西沙岛礁免费送去新鲜蔬菜超12万斤……

军营里走出的育种专家周晓东
最美退役军人

严防阴雨天菜价过快上涨

海口调300吨蔬菜保供稳价
本报海口12月10日讯（记者郭萃）受阴雨

天气影响，海口10种基本蔬菜价格连续3日出现
上涨。为确保蔬菜价格在阴雨天气得到有效管
控，自12月9日起，海口市工商和物价部门联合
开展督导检查。此外，海口市菜篮子产业集团已
组织调运15个品种的300多吨菜品投放市场，其
中3种“一元菜”共100吨。

在海口东门市场，据部分摊主介绍，当前市
场内蔬菜销量和市民需求较夏季变化不大，进
入冬季后蔬菜生产种植进入旺季，菜价持续下
降，得益于大量抢种的本地蔬菜上市和岛外批
发蔬菜供应稳定，蔬菜流通和购销渠道得到充
分保障未受影响。虽然近期阴雨天气持续和气
温开始下降，使部分叶菜类蔬菜价格出现些许
反弹性上涨，但总体菜价仍维持在合理范围内，
特别是尖椒、青椒、西红柿等非叶菜类蔬菜价格
保持稳中有降。

督察组要求，各区应继续完善明码标价后续
督导工作，引导市场管理方为蔬菜市场价格稳定
主动作为，同时加强阴雨天气下联合巡视检查工
作，对趁机哄抬物价、扰乱市场价格秩序的摊主或
经营者要进行严厉处罚，形成威慑。

此外，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菜篮子集团获
悉，为做好阴雨天气期间保供稳价工作，该集团
正对种植基地采取追肥、打药防控等措施，减少
不良天气对蔬菜生长的影响，同时加大近期的播
种面积，增加出产量。目前，菜篮子蔬菜种植基
地叶菜整地、备耕及种植面积已达3600余亩，其
中大棚150亩，主要种植本地菜心、上海青、空心
菜、地瓜叶、小白菜、小芥菜、黑叶白等本地叶
菜。此外，还组织调运了300多吨菜品投放市
场，主要有土豆、白萝卜、莲花白、冬瓜、南瓜、生
菜等15个品种，其中“一元菜”（外地大白菜、莲
花白、南瓜）有100吨，后续将根据末端销售需求
随时做好补货工作，同时持续加强末端网点经营
保障力度，适时针对市场需求情况增加末端蔬菜
订单，满足市民购菜需求。

受冷空气影响

琼岛本周最低气温13℃
本报海口12月10日讯（记者叶媛媛 通讯

员符晓虹 李凡）海南日报记者今天上午从海南省
气象台获悉，预计本周受冷空气影响，五指山以北
的局部地区有阵雨；前中期各地气温较低，最低气
温可降至13℃～16℃，后期气温小幅回升。

陆地方面，预计12月11日～13日，受冷空气补
充影响，全岛多云到阴天，中部和东部地区有小阵
雨。各地气温有所下降，最低气温北部、中部和西部
地区可降至13℃～16℃，其余地区17℃～19℃。

14日～16日，冷空气影响减弱，各地气温缓
慢回升。其中14日～15日，海南岛中部和东部
地区有小阵雨、局地中雨，其余地区多云；16日全
岛以多云天气为主。

海洋方面，预计12月11日～12月14日，海
南岛东部海面、西沙和中沙群岛附近海面风力
6～7级、阵风8级；北部湾海面、琼州海峡、海南
岛西部和南部海面、南沙群岛附近海面风力5～6
级、阵风7～8级。

多措并举打管防控

临高“两抢”案件降45.63%
本报临城 12 月 10 日电 （记者

刘梦晓）海南日报记者12月10日从
临高县公安局获悉，今年以来，临高
持续加大社会治安防控力度，刑事
案件发案件数、“两抢”案件数等均
下降明显。其中“两抢”案件同比下
降45.63%。

为打击街面“两抢”犯罪行为，临
高县公安局持续加大社会治安巡逻
防控力度和发挥猎豹尖刀打击力度，
街面“两抢”犯罪空间得到最大限度
压缩。

2018年，临高全县共发“两抢”案
件56起，同比下降45.63%。且自今
年9月1日以来，临高连续60天未发
生“两抢”警情，创近五年来“两抢”防
控最佳成效。

与此同时，临高多措并举全面开
展扫黑除恶专项行动，截至目前，全县
打掉1个涉黑犯罪团伙、3个涉恶犯罪
团伙，侦破各类刑事案件42起，抓获
涉案人员 55名。

海南省学生军事训练营
万宁开营

本报万城12月10日电（记者袁
宇 通讯员陈燕清）12月10日，2018
年海南省学生军事训练营在万宁市六
连岭革命根据地纪念园开营，来自省
内20所高校和万宁市6所高中的学
生共150余人参训。

2018年海南省学生军事训练营
开营仪式上，参训人员脱帽，在“革命
烈士永垂不朽”的纪念碑前默哀。开
营仪式结束后，参训人员一起观摩了
航模表演，并参观了六连岭革命根据
地陈列馆。

本次训练营为期4天，参训人员
将进行10公里野营拉练、武装越野、
识图用图、战场救护、防毒面具佩戴等
训练项目。

海口6所学校被授予
“湿地学校”称号

本报海口12月10日讯（记者计思佳）海南
日报记者从海口市湿地保护管理中心获悉，12月
8日，在杭州举行的2018年中国湿地学校网络年
会上，海口市长流中学、海口市英才小学、海口市
五源河学校、海口市琼山区第十二小学、海口市第
七中学和海口市秀英区长德学校被湿地国际中国
办事处正式授予“湿地学校”称号。

11月29日至30日，湿地国际中国办事处检
查验收组来海口检查验收湿地学校。6所湿地学
校全部通过检查验收。

在荣获“湿地学校”称号后，这6所学校也将
加入到由湿地学校、湿地保护区以及其他单位组
成的中国湿地学校网络委员会，将依托这个国际
性平台，借鉴国际湿地环境教育经验，有效提升海
口市教师湿地环境教育能力，提高中小学湿地环
境教育水平，增强青少年乃至全社会的湿地保护
与合理利用意识。下一步，海口将在全市符合条
件的学校进行推广，持续扩大湿地学校创建成果。

婴儿被狗撞倒致残

狗主人不履行判决被拘留
本报三亚12月10日电（记者徐

慧玲 通讯员卢音）海南日报记者12
月10日从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获悉，
一年前发生的一起婴儿被狗撞倒致残
责任纠纷案件的被执行人冯某某，在
被法院拘传后仍拒绝履行生效判决。
对此，该院当天下午对其采取司法拘
留15天的强制措施。

2017年12月29日下午，许某抱
着其七个月大的女儿廖某某在三亚市
金鸡岭社区散步时，被突然窜出的大
狗绊倒，导致孩子摔倒在地，造成头
部、脸部和腿部受到不同程度伤害，孩
子的左脚也被狗咬伤。

事故发生后，许某将狗的主人冯
某某告上法庭。经司法鉴定，廖某某
被评定为十级伤残，三亚城郊法院判
处冯某某赔偿廖某某10万余元。

判决生效后，冯某某拒不履行赔
偿义务，廖某某的监护人于2018年7
月25日向三亚中院申请强制执行。

据介绍，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被
执行人冯某某不但未向法院如实申报
财产，还逃避履行责任，被法院纳入失
信黑名单。在法院准备对冯某某采取
强制措施时，冯某某却采取搬家的方
式逃避。

为此，执行法官与法警找到冯
某某的租住地，并轮流在附近蹲守，
最终找到冯某某并拘传至法院，但
冯某某仍拒绝履行义务。因此，三
亚中院对其采取司法拘留 15 天的
强制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