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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南美兰机场旅游服务有限公司（简称“机场国旅”）是

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的一家全资子公司，业

务领域涵盖美兰机场至海口市区巴士专线客运、各航空公司

不正常航班旅客接待、国际航班中转业务、旅游接待等。现

机场国旅因业务发展需要，面向社会诚聘驾驶员若干名。

一、招聘条件
（一）男性，身高162cm(含)以上，50周岁以下；女性身高

158cm(含)以上，年龄45周岁以下。

（二）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

（三）五官端正，身体健康，无高血压、心脏病史。

（四）无吸食、注射毒品行为记录，且没有长期服用依赖

性精神药品成瘾尚未戒除及其他职业禁忌。

（五）无暴力犯罪纪录及其他违法违纪记录。

（六）无交通肇事犯罪、危险驾驶犯罪记录。

（七）36个月内无道路交通事故致人死亡且负同等以上

责任记录。

（八）36个月内无酒后驾驶、超员20%以上、超速50%

（高速公路超速20%）以上或12个月内无3次以上超速违法

记录。

（九）最近3个完整记分周期内没有1个记分周期交通违

法记满12分记录。

（十）持有公安及交通主管部门核发的驾驶证（A1牌及

以上）及道路旅客运输从业资格证，驾驶技术熟练，有3年及

以上驾驶经验。

二、报名方式、地点及时间
（一）网络报名：应聘者通过邮件将简历发送至hqh-

kgs@126.com，邮件主题请编辑“姓名+机场巴士驾驶员”。

（二）现场报名

1.报名材料：本人身份证、驾驶证、经营性道路旅客运输

从业资格证、3年无事故证明、户口本、毕业证原件及复印件

（各1份）、1张1寸近期免冠相片。

2.报名地点：

（1）海南美兰国际机场护卫楼二楼215房。

（2）海口市海秀路156号海口汽车西站3楼综合部。

3.报名时间:周一至周五，8:30-11:30，15:00-17:30。

（三）报名截止时间：招满为止。

（四）招聘流程：简历投递—简历筛选—招聘考核—确定

录用意向。

（五）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联系人：侯女士，林女士

联系电话：0898-65751934，0898-68662116。

（六）薪资待遇：驾驶员月薪酬5000-8000元，多劳多得。

另外，我司长期招聘班线车驾驶员、VIP乘务员等岗位，

详细招聘简章请登录海汽官网“www.0898.com”查阅，欢迎

有志之士加入海汽大家庭！

驾驶员招聘启事

本报海口1月9日讯（记者陈蔚
林 特约记者韩小雨）省教育厅1月9
日转发教育部有关通知，要求各市县
（区）教育行政部门及学校对区域内
中小学校正在使用的学习类APP进
行排查，坚决禁止有害学习类APP进
入中小学校园。

排查的重点对象为：含色情暴
力、网络游戏、商业广告等内容及链
接的APP，利用抄作业、搞题海、公布
成绩排名等应试教育手段增加学生
课业负担的APP，以免费为幌子私自
收集学校及学生信息的APP等。

省教育厅提醒，排查中，要特别
注意部分APP将游戏、收费通道转移
到微信平台，诱导学生在微信平台中
游戏和消费。一旦发现以上情况，各
市县（区）教育行政部门要高度重视，
切实采取有效措施，督促学校立即退
订相关业务，卸载APP，取消关注有
害微信公众号，并开展主题教育活
动，提升教师、家长甄别防范有害信
息的能力，坚决杜绝有害APP对学生
成长造成的不良影响，并及时将涉嫌
违法违规的APP、微信公众号报告所
在地网络信息管理部门和公安部门

查处。
此外，省教育厅要求，各市县

（区）教育行政部门要建立学习类
APP“进校园”的审查备案制度，对学
习类APP内容、运营方等进行严格审
查把关。中小学校使用的学习类
APP（包括作业APP），须经市县（区）
教育行政部门审查备案后方可使用。
凡未在市县（区）教育行政部门审查备
案的学习类APP，一律禁止在校园内
推广使用。

审查备案校园内使用的学习类
APP时，各市县（区）教育行政部门要

坚持立德树人导向，有效服务教育教
学，不准有任何广告、游戏以及低俗
色情、教唆暴力等内容的链接或入
口，不准含有任何影响学生健康成长
的不良内容存在，不准增加师生和家
长额外负担。

省教育厅强调，各市县（区）教育
行政部门还要加大培训和宣传力度，
不断增强校长、教师的法治意识，严
禁老师个人推荐作业APP。对无视
规定要求，擅自给学生推荐使用学习
类APP的学校与教师，一经查实将予
以严肃的纪律处分。

我省严禁有害学习类APP入校
学校与教师不得擅自给学生推荐相关APP

严重违纪违法

陵水两名干部
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本报椰林1月9日电（记者李艳玫 通讯员
凌纪轩）日前，经陵水黎族自治县县委批准，该县
纪委对英州镇党委委员、副镇长杨德坚严重违纪
违法问题和英州镇原副镇长陈明芳严重违纪违法
问题进行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杨德坚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利用职
务上的便利，在报建审批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
收受财物，涉嫌受贿犯罪。陈明芳违反国家法律
法规规定，未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对辖区内违法建
筑监管不力；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报建审批方面
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涉嫌受贿犯罪。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
民共和国监察法》等有关规定，经陵水纪委常委
会议研究并报县委批准，决定给予杨德坚开除
党籍处分，由县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将其
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决
定给予陈明芳开除党籍处分，由县监委给予其
开除公职处分，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
关依法审查起诉。

借助大数据实现精准打击

万宁1天查获4辆套牌车
本报万城1月9日电（记者袁宇 通讯员曾

望）近日，万宁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开展查处假牌套
牌车辆专项行动，发挥“交通大数据平台+指挥中
心预警+路管员”的作用，精准快速打击假牌套牌
违法车辆。1月8日，万宁交警部门在市区查获4
辆套牌车。

“请注意，万州大道出现涉嫌套牌的车辆，车
牌号为琼AJX285。”1月8日11时许，正在路面
巡查的万宁市公安局交警路管员的对讲机传来指
挥中心的指令。按照指令，路管员们迅速前往相
关路口设卡，在万州大道环市二红绿灯口查获车
牌号为琼AJX285的小轿车。经查实，这辆小轿
车属于套牌车辆。随后，路管员将这4起涉牌涉
证违法行为录入了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
依法处罚相关责任人。

据介绍，开展这次行动，旨在有效遏制涉牌涉
证违法行为多发态势，为“百日安全行动”营造良
好的社会氛围。在开展这次行动的过程中，交警
部门发挥“交通大数据平台+指挥中心预警+路管
员”的作用，成功实现了精准快速打击假牌套牌违
法车辆。万宁交警部门将继续保持对此类交通违
法行为的高压打击态势，营造良好的道路交通环
境，进一步提升执法效率。

海口查扣5艘
碍航“三无”船舶
3艘吊扣上岸，2艘拉回码头处理

本报海口1月9日讯（记者计思佳 张期望）
海南日报记者1月9日从海口市清理碍航渔船渔
具专项整治行动领导小组获悉，8日上午，该市在
秀英港航道开展碍航渔船联合执法，共查扣5艘
碍航“三无”船舶，3艘吊扣上岸，2艘拉回新港水
产码头处理。

据介绍，海口市整治碍航渔船渔具专项行动
自1月7日起持续至3月1日。

“由于渔网附近聚集大量作业渔船，一旦渔
网被卷入船桨，会导致沉船事故发生，已严重影
响到琼州海峡航道安全。此次行动旨在加大整
治和宣传力度，树立案件典型，形成执法震
慑。”海口市海洋和渔业监察支队支队长冯所军
介绍，经过1月7日的整治后，目前秀英港大部
分渔船已自觉驶离该水域，但仍有部分渔船在港
池内停放。

据了解，专项整治行动以长效常态为目标，行
动后将步入常态化。专项整治之后，将由海口市
交通港航局和海口海事局牵头，联合市海洋和渔
业局、海口航道所、港航公安局等部门，加强对港
区和航道管理。各成员单位依据职责分工各司其
职、各负其责，形成长效管理。

今17时起暂停办理
海口交管缴费业务
1月11日起陆续恢复

本报海口 1月 9日讯 （记者邓
海宁 特约记者陈世清 通讯员林
馨）海南日报记者1月9日从海口市
公安局交警支队获悉，因海口市财
政收费系统升级调整，将于1月 10
日 17 时起暂时关闭海口市交警支
队的线上（122网站、12123APP等）
和线下（业务窗口POS机等）收费支
付通道。需要前往灵桂大道综合服
务中心和各个交警服务站点办理相
关支付业务的市民可关注海口交警
部门发布的通知，择日前往办理相
关业务。

预计重新开放时间为：线下（业
务窗口POS机等）收费支付通道重
新开放时间为 1月 11日 8时，交管
122网站涉及海口考生考试费缴费
的所有支付通道和交管 12123APP
涉及海口考生考试费缴费的银行卡
支付通道重新开放时间为1月11日
9时，交管12123APP涉及海口考生
考试费缴费的微信支付通道重新开
放时间待定。

三亚投入社保资金
首次突破10亿元

本报三亚1月9日电（记者易宗
平）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三亚市政府
最新汇总数据显示，2018年，该市投
入社会保障资金首次突破10亿元大
关，同比增长10.2%。

据了解,三亚 2018年社保投入
达到 10.6 亿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基 础 养 老 金 为 263 元/月/人 ，比
2017 年的标准增加 33 元/月/人；
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财政补助为490
元/年/人 ，比 2017 年 增 加 40 元/
年/人。

全省中职学校
1月23日起放寒假

本报海口 1月 9日讯 （记者陈
蔚林 特约记者韩小雨）根据海南省
中等职业学校2018至 2019学年度
校历，我省各中职学校学生将于 1
月23日放寒假，2月23日至24日返
校注册，2月 25日正式上课。省教
育厅明确，未经省教育厅批准，各中
职学校不得提前放假和推迟开学。

省教育厅要求，各中职学校要认
真做好春季开学准备工作和控辍保学
工作，于放假前对学生普遍进行一次
控辍保学教育,把学生流失控制在最
低限度。

本报海口1月 9日讯 （记者邓
海宁 通讯员马润娇 程玲玲）近日，
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10件首
次审理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件进行一审公开宣判。以非法捕捞
水产品罪分别判处符某东、王某成、
冯某建、麦某坚、符某良、王某子、李
某平、麦某良、符某强、许某10名被
告人拘役或有期徒刑，并在判决生
效之日起一个月内以增殖放流形式
对其损害的海洋生态恢复原状，若

不能恢复原状的，则一次性缴纳
7084元至101635.46元不等的生态
修复费用。

经查明，2017年8月至2018年3
月期间，符某东、王某成、冯某建等10
名被告人分别驾驶渔船到文昌附近
海域机轮拖网禁渔区内，采用电力设
备或使用不符合农业农村部规定的
渔具进行拖网捕捞作业，共捕捞水产
品98.72斤到4280斤不等，被公安机
关查获。

法院经审理认为，符某东、王某
成、冯某建等10名被告人违反保护
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区釆取拖网加
装高压电线的方式进行捕捞作业，对
海洋水生生物及水域生态系统造成
不加选择的毁灭性伤害，情节严重，
其行为已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
禁渔区是海洋重点生态功能区和生
态环境敏感区、脆弱区，电捕是国家
法规明令在一切水域禁用的捕捞方
式，底拖网则是在机轮拖网禁渔区禁

用的网具。被告人在禁渔区以禁用
作业方式和工具捕捞水产品，对海洋
水生生物多样性和海洋生态平衡等
海洋生态系统造成了严重破坏，侵害
了社会公共利益，应当承担民事赔偿
责任。根据符某东、王某成、冯某建
等10名被告人各自的犯罪事实、性
质、情节及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等，
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宣判后，符某东等10名被告人
均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诉。

本报海口1月9日讯（记者邓海
宁 通讯员袁文豪）海南日报记者从海
口警方获悉，1月9日海口市美兰区人
民检察院以涉嫌危害公共安全罪，批
准对2018年12月27日涉嫌殴打海
口市30路公交车驾驶员的犯罪嫌疑
人陈某某（女，1989年生，海南屯昌
人）逮捕。公安机关现已依法对犯罪

嫌疑人陈某某执行逮捕，案件在进一
步侦办中。

据了解，2018年12月27日14时
许，在海甸岛五西路例行巡逻的民警
接到指令，30路公交车上有一名乘客
在行驶过程中殴打驾驶员。接警后民
警迅速赶到现场将涉嫌危害公共安全
的犯罪嫌疑人陈某某抓获，所幸公交

车驾驶员符某某处置得当将车辆停
稳，未造成交通事故和人员伤亡。

经查，当天13时许，犯罪嫌疑人
陈某某从海口市港澳开发区公交车站
乘坐30路公交车，期间因为咨询车费
问题与驾驶员符某某发生口角，陈某
某在公交车驾驶座旁与驾驶员多次争
吵，并拿出手机对驾驶员进行拍摄质

问，严重分散了驾驶员的注意力，后经
驾驶员警告劝导终止了自己的行为。
14时许，当公交车行驶到海口市海甸
岛五西路万福新村至世纪大桥间的主
路段时，陈某某再次走到公交车驾驶
位旁边与驾驶员符某某争吵，随后陈
某某扯掉了挂在公交车挡风玻璃处的
国旗扔在地上，驾驶员符某某出言制

止，陈某某听后情绪更加激动，挥手打
了符某某一巴掌。当时车辆正在城市
主干道行驶，车辆人流较多，车内还有
其他乘客，为了防止出现大的交通事
故和确保乘客安全，符某某立即刹车，
将车辆靠边停稳并报警。民警到场后
将犯罪嫌疑人陈某某抓获并带回公安
机关进行调查。

因车费问题掌掴公交司机

女乘客涉嫌危害公共安全被逮捕

省一中院公开宣判10件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10名非法捕捞者被判刑

1月9日，在儋州市中和镇，
儋州市农业综合开发中和洋
2018-2019年土地治理高标准
农田建设项目正在进行清表工
作，项目有序推进。

儋州市农业综合开发中和洋
2018-2019年土地治理高标准
农田建设项目是海南自由贸易试
验区建设（第二批）集中开工的项
目，它位于儋州市西北部中和镇，
涉及中和镇的山春、横山、灵春、
七里、高第和中和社区等6个村
委会（社区），建设总面积为9000
亩，打造“旱能灌、涝能排、渠相
连、路相通、机作业”高标准农田。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朱鼎甲 摄

儋州中和洋
打造高标准农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