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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月23日讯（记者陈
蔚林 通讯员徐化鸿）1月23日，由省
信访局研发的海南信访APP（苹果/
安卓版）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全面上
线，群众下载安装后，足不出户即可
提交信访诉求、查询信访结果。

据了解，海南信访APP设有“网
上信访”“查询评价”“新闻信息”等
功能，兼顾内容丰富和界面友好。
其中，“网上信访”功能包括“网上投
诉”“领导信箱”两个栏目，群众登录
后可方便、快捷地提交投诉请求或

意见建议。此外，群众还可在“查询
评价”栏目查询信访事项办理情况
并进行满意度评价，真正实现“足不
出户，一键上访”。

省信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海南
信访APP的全面上线，是省信访局不

断适应新形势，继推出海南信访群众
之家微博、海南信访微信公众号、海
南信访政务头条号后，加快信访信息
化步伐、拓宽信访渠道的又一重要举
措，标志着海南网上信访工作实现了
从“桌面端”到“移动端”的延伸。

涉嫌受贿罪

省民宗委原主任
吉明江被逮捕

本报海口1月23日讯（记者金昌波）海南日
报记者从省检察院获悉，海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
员会原主任吉明江（正厅级）涉嫌受贿罪一案，由
海南省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
起诉。经海南省人民检察院交办，近日，海南省人
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依法对吉明江决定逮捕。该案
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有问题

陵水3名村干部受处分
本报椰林1月23日电（记者李艳玫 通讯员

谭馨馨）近日，陵水黎族自治县纪委通报了3起扶
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典型案例。

本号镇军昌村党支部书记董兴方挪用扶贫
资金问题。2018年 2月，董兴方违反《中央财
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挪用村办
企业扶贫资金5万元用于发放村保洁员工资，
造成不良社会影响。2018 年 11月，董兴方受
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本号镇芭蕉村党支部委员黄元强近亲属享受
低保未上报备案且未清退问题。2016年7月，本
号黄元强在担任村民政协管员期间，知政策而不
执行政策，未按规定向民政部门进行近亲属享受
低保待遇备案；且在具备赡养父母经济能力的情
况下，未向上级部门上报清退其父母低保待遇，造
成不良社会影响。2018年11月，黄元强受到党
内严重警告处分。

群英乡祖空村党支部委员郑泽龙骗取贫困
帮扶问题。2014年 5月，郑泽龙明知自身家庭
不符合建档立卡贫困户条件，以隐瞒家庭真实
收入的方式，通过村小组推荐将自家列为贫困
户，经村委会上报乡政府，最终被纳入建档立卡
贫困户，并骗取国家扶贫政策及款物扶持。郑
泽龙一家自2014年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以
来，领取扶贫物资和资金合计人民币2400元，
化肥 21包、羊 5只、益智苗 1800袋，造成不良
社会影响。2018 年 12 月，郑泽龙受到党内严
重警告处分。

本报海口1月23日讯（记者陈
蔚林）省教育厅1月23日发布公告，
向社会各界征求《关于做好中小学生
校内课后服务工作的实施意见（试行）
（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实施意

见》）的意见。省教育厅要求，各市县
教育行政部门要将校内课后服务工作
纳入教育督导范围，学校要加强对中
小学生校内课后服务问题研究，创新
服务形式，稳妥开展课后服务工作，不

断提升校内课后服务质量。
中小学生校内课后服务是指在学

校完成正常的教育教学任务之外，在
放学之后，基于学生家长的自愿，针对
确实有接送困难的家庭，由学生所在

学校为主具体承担的具有公益性的托
管服务。

如对《实施意见》有意见，可将意
见于2019年1月29日前反馈至省教
育厅基础教育处。联系人：杨老师，

65230370；黎老师，65230825。电子
邮箱：65230825@163.com。

那么，学校开展校内课后服务工
作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校内课后服务
时间如何安排以及有哪些内容呢？

我省中小学生可校内课后托管

校内托管怎么做？家长快来提意见

本报海口1月23日讯（记者罗
霞）椰城江韵，花海如歌。1月 23
日，海南省第十八届迎春花市在海
南花卉大世界拉开帷幕，来自国内
外4000多个品种的花卉盆景争芳
斗艳，供市民和游客观赏、选购。

本届迎春花市参展花商共130
余家，参展品种有象征大吉大利的

金桔，有代表吉祥和如意的年花、年
树，如鸿运当头、一品红、蝴蝶兰、大
花蕙兰、发财树、金钱树等“过年必
备”花卉盆景产品。此外，今年迎春
花市一大亮点是增加中国自贡大型
灯组37个，分换花、传情、花卉、国
学、一带一路、祈愿6大主题，将花
灯艺术融入花市中，进一步提升花

市的观赏性、娱乐性，使海南花卉大
世界有了“花卉夜市”，让市民和游
客白天逛花市、晚上看花灯。

海南日报记者在海南花卉大世
界了解到，今年迎春花市花卉价格与
平时持平，各参展花商纷纷备足货，
增加花卉新品种，以更好满足市场需
求。从市场反馈情况看，随着生活水

平的不断提高，市民对精致花卉盆景
的需求量增大，蝴蝶兰、香水文心兰、
日本海棠等精品花卉盆景受欢迎。

除花卉展销外，海南花卉大世界
内海南黄花梨博物馆、海藏博物馆、黎
陶博物馆等，引来不少人驻足观看。

本届迎春花市由省林业局、省
花卉协会主办。

我省迎春花市开幕

白天逛花市 晚上看花灯

“蓝深行动”2个月发现
立案监督线索264件

本报海口1月23日讯（记者金昌波）截至
2018年12月31日，我省检察机关“扫黑除恶”专
项立案监督“蓝深行动”共发现立案监督线索264
件，已监督公安机关立案180件。自2018年11
月2日起，省检察院在全省派驻检察室启动开展

“蓝深行动”，最大限度发挥派驻检察室“建在基
层、离人民群众最近”的优势，立足检察职能，监督
辖区公安派出所加强对涉黑涉恶涉毒违法犯罪行
为的打击力度，切实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向纵
深推进。

2018年12月11日上午，定安县检察院党组
书记、检察长陈耿武带领龙门、黄竹检察室干警走
访定城派出所，通过座谈、查阅近期出警记录、调
阅卷宗等方式查找立案监督线索。次日，该院副
检察长陈松再次带领侦查监督局和黄竹、龙门检
察室干警走访仙沟派出所。两次走访中，定安县
共查阅卷宗350余卷，对其中29件故意伤害、抢
夺、盗窃、故意毁坏财物类案件办理结果逐一排
查，深挖寻衅滋事、盗窃类案件立案监督线索13
件，取得明显成效。

除了严惩，注重源头治理也是重中之重。在
抓好立案监督工作的同时，我省检察机关延伸法
律监督职能，促进监管部门完善行业监管。如儋
州市人民检察院针对许某强等恶势力团伙在白马
井高铁站收取保护费和梁某文等恶势力团伙打砸
那大至三亚大巴车案件，向交通运输部门发出检
察建议，要求查找交通运输监管过程中存在的管
理问题，及时健全管理机制；三亚市城郊人民检察
院在办理黄某虎等40人特大组织卖淫案中，针对
摸排发现的部分出租车司机涉嫌犯罪以及为犯罪
团伙招揽客人、运输客人等行为，依法向交通运输
部门发出检察建议，建议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加强
对出租车行业的监管力度。

据了解，“蓝深行动”将持续至2020年底，为
期2年。

1月23日，“海南省第十八届迎春花市”在海口市海南花卉大世界开幕。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千名大学生倡议
爱海护海

本报海口1月23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
王露溪）1月22日晚，由海南省中青公益环保志
愿者协会、长沙新青年发展中心联合发起的“守护
海洋”2019大型环保公益行动启动仪式在海口观
澜湖新城举行。

活动组织了来自全国的千名大学生进行“守
护海洋”的行动和倡议，发布《守护海洋行动倡议
书》，倡议社会公益组织、企业与全国所有热爱海
洋的朋友们行动起来，共同支持海洋生态环境的
保护、恢复、建设和治理工作，积极参与海滩清洁、
海洋生态恢复行动，推动海洋意识教育传播工
作。让海洋生态恢复繁荣，让保护海洋成为社会
共识。

据悉，千名大学生还将前往白沙门、假日海滩
等地进行净滩及保护海洋知识宣传等活动，以身
作则调动公众爱护海洋的积极性，使爱海护海成
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

涉嫌非法营运

海口一私家车主或
面临10万元罚款

本报海口1月23日讯（记者郭
萃 通讯员王南）1月23日上午，海口市
交通港航综合执法支队执法人员在巡
检海口火车站时，查处一辆欲从事非法
营运私家车，目前，该车已经被交通执
法部门暂扣，待进一步核实后将按法规
上限对其处以10万元的行政处罚。

据了解，1月23日上午，该支队
派出秀英执法大队、水上执法大队和
客运执法大队的5个中队共25名执
法人员，对海口火车站和南港两个交
通枢纽开展巡查。上午10时 30分
许，执法人员看到一男两女3名乘客
从车站出来，打了一通电话后就走到
了站外，准备要上一辆车牌号为琼
CNXX91的起亚汽车，车上的司机态
度并不是像其他接亲友的人一样热
情，而是东张西望非常谨慎的样子。
这引起了执法人员的怀疑，于是便上
前控制住了该车，并进行例行检查。

根据现场对乘客的取证调查显示，
乘客与司机并不认识，是通过小广告上
的联系方式与该司机取得联系的，准备
从火车站回临高，商议收取费用150元。

该支队提醒广大群众，出行要选
择正规营运车辆，到正规售票点购票。

答：基础托管服务——安排学生做作业、自主阅读、娱乐游戏、社团等；

组织学生就近到社区、企事业单位开展社会实践活动。

特色托管服务——由学校或公益性校外机构在托管时间开展艺体、科

技、拓展训练等特色课程。

问：校内课后服务的内容有哪些？

答：校内课后服务监管部门为各市县教育行政部门。省教育厅强调，坚

决禁止学校把校内托管服务变成“培训班”“补课班”；坚决禁止学校借托管

服务名义高收费、乱收费。此外，除公益性校外机构之外的培训机构，一律

不得进入校园参与或组织实施校内托管服务。

问：校内课后服务会否增加学生的课业负担，又是如何收费的？

答：学生及家长自愿托管；

坚持公益性，有条件为学生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

不具备条件但课后服务需求强烈的地方，可采取政府和学校支持、家长

合理分担运行成本的做法筹措经费。

问：学校开展校内课后服务需要满足哪些条件？

本报万城1月23日电（记者袁
宇 通讯员梁振玮）“我们目前已经组
织了20多个巡查小组，每组2到5人，
对万城镇建成区进行全面巡查，劝阻
市民燃放烟花爆竹。”1月22日，万宁
市万城镇禁放烟花爆竹工作总负责人
柳亚文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今年万城
镇建成区等区域全面禁放烟花爆竹，
为此已将425个自然村纳入烟花爆竹
禁放网格化管理机制，落实管控措施，
做好劝导工作。

据介绍，万宁市自今年1月1日起
在万城镇建成区（含大茂镇、长丰镇部
分区域）、兴隆镇墟、兴隆旅游度假区、
全市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区域实
行常态性全时段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燃放烟花爆竹是万城市民多年
来的习惯，加上区域大，管控工作量很
大。”柳亚文透露，万城镇根据《万城镇
禁放烟花爆竹网格化管控实施方案》，
将全镇作为一级网格，43 个社区
（村）、农场作为二级网格，425个自然
村作为三级网格，实行网格化管控，

“同时还成立了20个巡查小组，巡查
劝阻市民燃放烟花爆竹。”

“燃放烟花爆竹的多是办喜事或入
新宅，我们只要发现就会当场制止。”万
城镇镇南社区巡查队员李波表示，巡查
员并没有执法权，工作也以劝说、教育
为主，“但是对不听劝阻的市民，我们会
通知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罚。”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自万宁实
行万城镇建成区等全面禁放烟花爆竹
以来，已有19人被行政拘留。其中
13人因非法储存、销售烟花爆竹被行
政拘留，6人因违规燃放烟花爆竹被
行政拘留。

“处罚只是一种手段，目的还是让
市民了解、支持这项工作，共同保护好
万宁的环境。”万宁市公安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公安机关还将继续强化烟花
爆竹禁放区的巡逻管控，严格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的内容对相关违法、违规
人员予以处罚。

万宁落实烟花爆竹禁放工作

万城425个自然村
实行网格化管控

海南信访APP上线
群众可“足不出户，一键上访”

答：时间一般为校历确定在校学习日下午放学起至18时前。

服务对象为放学后家长接送有困难、课后服务有需求的中小学生，优先

满足双职工家庭子女、保障残疾儿童、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单

亲家庭子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中低年级学生等亟需服务群体需要。

问：校内课后服务的时间如何安排及对象是什么？

制图/孙发强

■ 本报记者 徐慧玲

近日，在三亚市吉阳区大茅村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施工现场，工人
台志宝正在开展污水管道铺设的回
填工作,他的几位工友在用钉子将木
板钉牢。

“这条污水管道已经铺设完毕，
春节前要完成路面恢复工作。”台志
宝用毛巾擦了擦脸上的汗水告诉海
南日报记者，污水管道的起点是村民
家的化粪池，中段配套建设有检查
井、调节池等，末端是不远处的一体
化污水处理设备。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存在点多、
面广等特点，是农村环境治理的难点

之一。”三亚市供水排水水质监测和
信息管理中心主任经验介绍，大多村
民家的化粪池未做防漏处理，粪水直
接渗入地下，部分生活污水直接排入
周边河湖中，造成地表水、地下水污
染，影响农村人居环境。

2018年11月，三亚市水务局启
动建设农村污水治理项目。该项目
计划总投资10.18亿元，服务13.88万
人，计划建设三亚241个自然村的生
活污水治理设施。“目前已经陆续开
展100多个自然村的生活污水治理
工作，计划到2020年完成三亚农村
污水治理设施全覆盖。”经验介绍。

“以前部分农村污水处理工程重
建轻管，有的污水处理设施利用率不

高。”经验坦言，为了防止出现这类情
况，三亚探索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

“呀诺达”模式。
何为“呀诺达”模式？经验介绍，

简单来说，就是“一统、二抓、三治
理”。创新机制，采用“EPC+O”（“工
程总承包+委托运营”）模式进行建设
运营，将241个自然村农村污水处理
工程“打包”统一招标。

“我们既是建设方也是运营方，
如工程建设质量欠佳，我们就相当于
给自己‘挖坑’。”三亚农村污水处理
工程项目负责方北京首创股份有限
公司工程师李默文介绍，工程投入运
营后，三亚市水务局将联合环保部门
对经处理后的污水定期进行水质检

测。
在李默文的带领下，海南日报记

者来到吉阳区中廖村，在村里的一处
集中式地埋污水处理站，只听见围栏
内几个电箱传来嗡嗡的声音，却不见
污水处理厂房。“管道和污水处理设
施埋在地下，无须修建厂房。”李默文
说，从各家农户收集来的污水经过一
体化污水设施的处理，达到排放的标
准，就会自动溢出，“污水经过处理变
得清澈，可用于农田灌溉等。”

“三亚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采
用‘城旁接管、就近联建、独建补全’等
方式，使得农村污水能一‘管’到底，提
升农村人居环境。”三亚市水务局相关
负责人说。 （本报三亚1月23日电）

三亚创新“建+管”模式治理农村生活污水

一“管”到底 浊水变清流

扫黑除恶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