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海口2月13日讯（记者王玉洁 通讯员
陈佳薇 杨理政）随着假期结束，海南迎来旅客返程
高峰。海南日报记者2月13日从南方航空了解
到，今年春节黄金周期间，南航在海南共执行进出
港航班近1300班次，运送旅客22万人次，日均达3
万多人次。

南航有关负责人介绍，从2月8日开始，海南出
港旅客量呈明显上升趋势，出港航班日均客座率保
持在95%以上。其中2月9日和10日，南航在海南
的出港旅客均超过1.8万人次，三亚飞往广州、深
圳、北京、重庆、长沙、武汉、杭州以及海口飞往广州、
上海、武汉、深圳等多条航线接近满座。根据客流
趋势来看，2月11日至20日，海南出岛航班仍持续
火爆，客源以假期来海南旅游的返程游客为主。

据了解，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从即日起到春
运结束，南航计划在三亚飞往武汉、长沙、广州、北
京、乌鲁木齐，以及海口飞往北京、上海、沈阳、重
庆、郑州、珠海，博鳌飞往郑州、武汉、惠州的航线
增设航班，并在三亚飞往北京、乌鲁木齐，以及海
口飞往北京、广州、深圳等航线执飞宽体机，每天
约提供1.8万个海南出港航班座位。

春节运送旅客
达22万人次

南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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椰树集团涉嫌发布
低俗违法广告被立案调查

本报海口2月13日讯（记者张期望 通讯员
刘勇）2月13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工商局
获悉，因海南椰树集团2019年发布的椰汁广告涉
嫌内容低俗、虚假等问题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目
前，海口市龙华区工商局已对该企业涉嫌发布违
法广告的行为展开立案调查。

据了解，海南椰树集团生产的罐装椰汁更换
2019年新包装，依旧延续以往“大胸美女”风格。
除包装外，该集团所生产的椰树牌椰汁电视广告
尺度也十分大胆。视频画面显示，几名穿着清凉
暴露的丰满女性手举椰树牌椰汁，在沙滩上嬉笑
奔跑，让网友直呼“辣眼睛”。

2月13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工商局
获悉，龙华区工商局已对海南椰树集团涉嫌发
布违法广告的行为进行立案调查。同时对其悬
挂在企业门口周边的、涉嫌违反广告法的广告
横幅进行依法拆除。海口市工商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市场监管部门将严格依法依规查处违法
广告，切实维护健康有序的市场秩序，保障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

游泳列入明年我省中考
体育选考科目

本报海口2月13日讯（记者陈蔚林 特约记
者韩小雨）海南日报记者2月13日从省教育厅了
解到，我省计划2020年将游泳列入中考体育选考
科目，目前具体考核办法正在制订中。此外，相关
教材将于今年春季在部分学校开始试用，约在
2020年列入课程。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为预防和减少学生溺
水事故发生，2017年9月，省政府办公厅正式印
发文件，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全面推进中小学生“学
游泳、防溺水、懂自救”系统教育工程。

当前，游泳已经成为我省各地各校争相开展
的体育课程。省教育厅体卫艺处处长卢刚表示，
截至2018年底，我省已经建成220多个供中小学
校开展游泳普及教学的泳池，培养了一批专业游
泳指导员和救生员，共有21万余名中小学生接受
了游泳普及教育。

海口重新摸排
美舍河全流域排水口
82个混接错接点被要求整改

本报海口2月13日讯（记者叶媛媛）近日，
由海口市水务局、海口市市政管理局等部门组成
的联合执法队伍，对美舍河全流域排水口重新摸
排，82个混接错接点被查出并要求及时整改。

海口市水政监察支队副支队长陈海龙介绍，
此次摸排行动旨在巩固和提高海口水体治理效
果，从源头上抓好美舍河水体环境。海口市水务
局组织市市政管理局、各区水务部门及专业管网
摸排单位海规院等部门先期对美舍河全流域排水
口进行排查，并溯源排查了上游污水混错接进入
雨水管道情况。

据悉，本次排查美舍河沿岸排水口覆盖范围
北至长堤路，南至凤翔路共长9.5公里，覆盖范围
约6平方公里，涉及国兴大道、白龙南路、文明东
路、青年路等多条道路及小区。联合队伍完成排
水口管线溯源追查40多公里，启闭、查看检查井
600座及进水井109座,溯源排查出需整改混错
接点位82个。下一步，海口市水务部门还将根据
排查情况，分门另类制定方案进行整改。

2月12日，海口秀英
港，工作人员安排旅客和
车辆有序上船出岛。

据了解，今年春运期
间，海口秀英港、新海港等
港口推行“预约过海”模
式，提前预约的司机比非
预约的司机至少可以提前
1个小时过海。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本报三亚2月13日电（记者梁君
穷）为增强蔬菜应急调控体系保障能
力，三亚将在吉阳区迎宾路的市政府应
急调控配送中心建设1500立方米移动
式冷库，由三亚市菜篮子工程管理服务
中心负责统一监管。这是海南日报记
者2月13日从三亚市发改委获悉的。

受淡旺季蔬菜供给不均衡、常遇
台风恶劣天气等因素影响，三亚经常
需要从外地调运蔬菜支援本地餐

桌。今年春节，三亚市发改委先后组
织调运了1500吨保基本蔬菜，保障
了节日期间市场供应充足、菜价稳
定。但由于目前蔬菜批发市场内没
有配备足够的冷链设施，调运过来的
蔬菜尤其是叶菜类大都是“当天到
货，当天批发售罄”，库存不多，如遇
琼州海峡停航，部分不耐存的蔬菜出
现断货，将导致部分蔬菜菜价波动。

据悉，为了做好台风暴雨特殊时

段蔬菜储备，三亚市发改委在每年5
至 11 月期间租赁 4个总库容量为
1900立方米的冷库用于应急保障蔬
菜储备，但仍不能满足全市7天以上
供应储备量要求。下一步，三亚将积
极探索在云南、广西、山东、湖北等地
以及岛内适合夏秋季蔬菜种植市县开
展“飞地蔬菜种植”及产供销一体化试
点，届时三亚将需要配备足够冷链库
容，以保障对接岛外蔬菜储备需要。

1500 立方米移动式冷库建成
后，将增强三亚蔬菜应急调控体系保
障能力。冷库在平时则根据配送中
心平价蔬菜联盟企业需要，由企业提
出申请，免费提供给联盟企业存放蔬
菜；台风暴雨时段、重大节假日前及
期间，根据平价蔬菜联盟企业需求和
应急调运计划，由三亚市菜篮子工程
管理服务中心统一调配，免费提供给
联盟企业存放保基本蔬菜。

增强蔬菜应急调控体系保障能力

三亚将建1500立方米移动式冷库

本报三亚2月13日电（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胥佳欣）2019年春运时
间已过半，自1月 21日春运启动以
来，截至2月12日，三亚站管内各站
共发送旅客54.3 万人次，到达旅客
53万人次，总计旅客吞吐量107.3万
人次。

环岛高铁亚龙湾站客流持续增
长，春运截至目前已发送旅客6.2万
人次，到达人数5万人次，日均发送旅
客2713人，同比增加49%。其中2月
3日该站发送旅客3725人，2月11日
到达旅客3183人，达到2019年以来
当日历史新高。

为确保春运期间出行便捷，三亚
火车站合理安排运力，普速开行三亚
至北京西 Z201/2 次、三亚至长春
Z385/6次两对旅客列车；环岛高铁计
划开行52对；按照节日常态化措施，
增加志愿者服务，补强薄弱环节，最大
限度实现旅客出行方便。

本报海口2月13日讯（记者良子
特约记者周平虎）2月13日，海南日报
记者从省交警总队获悉，春节期间（2月
4日至10日），海南交警启用无人机在
G98东线高速路共抓拍占用应急车道行
驶、停车等各类节日显见交通违法行为
320余起。

据了解，针对春节期间易发多发违
法行为，海南交警启动了无人机对全省
高速公路重点路段开展巡逻执法，严查
机动车占用应急车道违法行为，同时对
高速公路易拥堵路段进行空中指挥疏
导，做到突发性拥堵及时发现、及时调
度、及时处置。

省交警总队相关负责人介绍，运用
无人机能有效弥补高速路视频监控的盲
区，特别是在春节期间，一旦出现道路拥
堵、交通违法事故，无人机可以快速定点
定位，“空地结合”使得警务人员在3到5
分钟之内就可到达处置，有效提升道路
交通安全和通行效率。

春节期间320余起
交通违法被抓拍

东线高速

非法占用农用地

三亚一海鲜广场被拆
本报三亚2月13日电（记者徐慧玲）海南日

报记者2月13日从三亚市吉阳区获悉，近日，吉
阳区依法完成对“三亚天禧兰花海鲜美食广场有
限公司”项目内总建筑面积约为2.58万平方米的
10处违法建筑的拆除工作。据悉，被拆除的违法
建筑均为非法占用农用地所搭建。

2月12日，在三亚吉阳区榆亚大道三亚天禧
兰花海鲜美食广场处，吉阳区政府组织区农林局、
区城市管理局、吉阳国土分局、吉阳规划分局、榆
红村委会等相关单位100余人依法拆除该海鲜美
食广场项目内剩余的3处大棚房，拆除建筑面积
为8400平方米。

春运以来旅客
吞吐量破百万人次

高铁三亚站

关注春运

“预约过海”
畅通返程路

本报海口2月13日讯（记者良子 通
讯员符海弟）2月13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
口铁路公安处了解到，随着春节假期的结
束，高铁返程的高峰来袭，不少旅客因为携
带一些违禁品耽误了行程。

2月13日9时，海南环岛高铁白马井
站进站口处，旅客正在排队接受安检。这
时，安检员从安检仪的屏幕上发现了异常
并拦住一名青年。经检查，发现该男子行
李箱里面有两把菜刀。10分钟过后，安检
员又拦住了两名旅客，安检员开箱检查后，
发现这两名旅客都携带了超过限定容积的
发胶喷雾。

此外，在安检中，安检员还发现有不少
旅客带一些散装白酒、榴莲、鞭炮等，这些
都是禁止携带乘坐高铁的。

铁路民警提醒旅客，为了大家的文明
安全出行，请不要携带以上这些违禁品等
上车，更不能携带管制刀具，易燃易爆品和
剧毒性、腐蚀性、传染性和放射性的物品上
车，不要因携带一些违禁品而耽误了行程。

别因携带违禁品
耽误行程

温馨提示

虚开增值税发票
骗退税390万余元

河北一男子三亚被抓
本报三亚2月13日电（记者良子 通讯员钟

泽亮）2月12日，海口铁路公安处三亚火车站派
出所抓获一名网上在逃的男子王某，王某因虚开
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
票被列为网上在逃人员。

据了解，王某是河北省邯郸市某公司的总
经理，其携带一家老小在三亚度过了春节假期，
准备返回老家在三亚车站售票厅买票时被抓
获。2017 年至 2018 年期间，王某利用职务之
便，对公司财务动起了歪脑筋，伙同公司员工张
某找熟人为其虚开增值税发票用于抵扣税款，
用这种方式骗税逃税，从而中饱私囊。经当地
公安机关查明，王某操作公司认证抵扣税款390
万余元。

目前，嫌疑人王某对自己虚开增值税发票用
于抵扣税款发票一事供认不讳，已被暂时送三亚
市看守所羁押。

扫黑除恶进行时

本报海口 2月 13日讯（记者良
子 通讯员田和新）2月 13日，海南
省公安厅对吴挺森为首的涉黑涉
恶犯罪团伙案件开展集中收网行
动，抓获了吴挺森、吴华侨、吴英
海、陈亚武、陈家清、黄太川、纪学

明、吴文冲、吴忠明、郭国君、吴英
龙、吴英喜、吴小强、吴军、陈少龙、
陈少忠、陈少正、李少波等犯罪嫌
疑人。

经查，该团伙长期以暴力手段称
霸一方，存在倒卖集体土地、强揽工
程、强迫交易、干扰基层组织选举等行
为，涉嫌故意伤害、敲诈勒索、寻衅滋
事、倒卖集体土地等违法犯罪，扰乱正

常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害百姓切
身利益。

为进一步深挖犯罪，彻底摧毁
该犯罪团伙，省公安厅希望广大群
众和社会各界检举揭发吴挺森犯
罪团伙，积极提供相关违法犯罪线
索。经查实线索有效并经司法程
序认定的，海南省公安厅将按照相
关规定给予奖励并对线索举报人

严格保密；凡对举报人进行打击报
复的，将依法从严、从重惩处；对于
包庇、窝藏团伙成员，为其逃避打
击提供便利条件的，将依法追究法
律责任。

同时，公安机关正告吴挺森犯
罪团伙涉案成员认清形势，放弃侥
幸心理，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
首，如实供述违法犯罪事实，争取

宽大处理。海南省公安厅接受群
众现场举报和涉案人员现场投案
自首，并设立现场举报、投案自首
受理点。

地址：海南省万宁市万城镇环市
二东路人民广场东侧万宁迎宾馆
2021号房。

联 系 人 ：倪 警 官 17131629081
吴警官13976696111

吴挺森涉黑涉恶犯罪团伙18人落网
省公安厅希望群众检举揭发该犯罪团伙违法犯罪线索

今明两日
琼岛北半部有雾

本报海口2月13日讯（记者叶
媛媛 通讯员许嘉 翁小芳）海南日
报记者2月13日上午从海南省气象
台获悉，预计2月14日-15日，北半
部早晨局地有雾，有雾时部分路段
交通运输条件较差，其余时段交通
运输条件良好。

省气象台预计，2月 14 日～15
日，受天气影响，海南岛中线海口
至琼中路段、海文高速路段、东
线海口至定安路段、西线海口至
儋州路段能见度较差，对交通运
输有一定的影响。琼州海峡通航
方面，预计 2 月 14 日～15日，琼州
海峡早晨有雾，风力4～5级，有雾
时交通运输和通航 气 象 条 件 较
差，其余时段交通运输和通航气
象条件良好。

此 外 ，预 计 2 月 16 日 ～17
日，全岛多云，18 日～19 日，全岛
多云间阴天有小阵雨，局地中到
大 雨 ；最 高 气 温 全 岛 大 部 地 区
30℃～34℃；最低气温内陆地区
18℃ ～20℃ ，沿 海 地 区 20℃ ～
23℃。琼州海峡多云为主，其中
18 日～19 日有阵雨，风力 5 级、
阵 风 6-7 级 。 交 通 运 输 和 通 航
气象条件良好。

海口2019年中小学春季收费标准公布

5所省一级中学420元/学期/生
本报海口2月13日讯（记者叶

媛媛）日前，海口市教育局、海口市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海口市财政局
发布了《关于2019年春季学期海口
市中小学校收费项目和标准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海口
市各高中学校学费、住宿费的收费
标准，并强调将对违反规定擅自增
加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搭车收

费和不按规定实行收费公示的学校
将严肃查处。

根据《通知》规定，海口一中、
海南侨中、海口实验中学、琼山中
学、海口四中5所省一级学校学费
收费标准为420元/学期/生；海口
二中、长流中学、海港学校、琼山
侨中、灵山中学等其他高中学校
学 费 收 费 标 准 为 350 元/学 期/

生。义务教育阶段、高中、职业学
校社会化学生公寓住宿费按有关
文件执行。

对在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
读的中小学生，今年海口将继续实行
免除杂费、课本费、信息费、作业本费
政策。对在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
就读的中小学生按照财政补贴标准
减免学杂费，并免费提供课本、作业

本。民办学校按小学每生每年650
元、初中每生每年850元予以减免学
杂费，不得收取学生的课本费、作业
本费。

《通知》强调，根据《海南省中小
学校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管理暂行
办法》，海南省中小学校服务性收费
和代收费实行目录管理，未纳入目录
的收费项目，学校一律不得收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