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27日，外国游客在三亚大东海海滩上休闲度假。
据悉，2018年三亚接待入境游客81.68万人次（含一日游入境游客10.07万人次），同比增长17.90 %。本月三亚

接连开通直飞俄罗斯茹科夫斯基、乌法、喀山等三条国际航线，并计划开通至俄罗斯莫斯科、圣彼得堡、伊尔库茨克、苏尔
古特、雅库茨克和其它地区的直飞航班。

三亚还将结合市场需求，培育“旅游+”新业态，包装出一批符合新兴旅游市场需求的产品，带动三亚旅游产品的创
新升级，提升三亚旅游市场的竞争力，在2019年力争接待入境游客达到90万人次。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三亚：入境游稳步增长

■■■■■ ■■■■■ ■■■■■

本省新闻 2019年2月28日 星期四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罗清锐 美编：张昕A05 综合

本报三亚2月27日电（记者林
诗婷）2月27日，《人民日报》13版刊
发新闻《游客随手一分 景区颜值加
分》，聚焦三亚探索垃圾分类新做法，
点赞该市通过抓管理、换设施、上项目
等创新举措将垃圾转化为资源，让景
区变得更美，让城市更加文明。

报道提到，每当秋冬旅游旺季，三
亚客流骤增，但也带来了货物供应、城
市交通、垃圾处理等方面的压力。其
中，春节期间，热门景区、公共场所垃
圾翻番成为常态，推动着城市管理部
门、旅游景区等进一步思考如何解决
垃圾处理难题。

报道以三亚蜈支洲岛景区垃圾
分类的创新办法为例，指出蜈支洲
岛景区作为岛屿型景区，生态环境
脆弱，破坏后再想恢复，耗时长、成
本高。该景区对生态环境保护十分
重视，非常注重推行垃圾分类，并且
不断加强全员培训，让员工掌握垃
圾分类、生态保护的知识，设置了文
明旅游纠察员岗位，对游客进行宣
传，引导游客自觉参与到垃圾分类
行动当中。同时，为了让垃圾分类
成为新时尚，景区还运用了不少新
科技、新玩法，比如设置具有海洋特

色的“珊瑚宝宝垃圾分类箱”吸引孩
子学习垃圾分类知识，设置自动感
应开门、垃圾压缩、溢出报警功能的
太阳能环保垃圾桶引导游客将垃圾
分类投入等。

报道认为，城市的严格管理在一
定程度上也涵养了人们的垃圾分类
意识。今年，海南全岛禁放烟花，并
严格执行相关规定，频繁巡查，一旦
抓到就处罚。春节期间，三亚大东
海、亚龙湾等热门海滩一改往日纸
屑、玻璃、易拉罐遍地的场景，沙滩
上几乎没看到烟花爆竹的纸屑，市
民游客还将矿泉水瓶、易拉罐等扔
进了分类箱。

如何让垃圾变成资源，让城市更
加文明？报道指出，三亚重视发展循
环经济，2015年起将垃圾分类试点
单位推广到农村，2018年启动了生
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扩建项目建设。
在循环产业园区内，已经建成生活垃
圾焚烧发电厂一二期、餐厨废弃物处
理厂等7个项目，实现生活垃圾、厨
余垃圾、建筑垃圾、医疗垃圾等无害
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同时，三亚已
启动循环经济产业园规划编制工作，
规划建设生活垃圾分拣中心、大件垃
圾回收中心、废旧车辆拆解中心等一
系列项目，多点发力推动循环经济项
目发展。

《人民日报》点赞三亚创新推进垃圾分类处理

发展循环经济 让城市更靓丽

扫码查
看9名在逃
犯罪嫌疑人
信息。

中央媒体看海南

扫黑除恶进行时

万宁法院举办专题培训班

提升法官助理书记员技能
本报万城2月27日电（记者袁宇 通讯员谭

碧莹）2月27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万宁市人民法
院获悉，为进一步提升法官助理、书记员的业务能
力和服务水平，该院日前举办专题培训班提升全
院法官助理、书记员的技能水平。

这次培训班的内容分为法官助理业务培训
与书记员业务培训，主讲人员都是具有多年工
作经验的法官助理，对业务工作有丰富的心得
体会。主讲人员结合实例从培养良好工作习
惯、庭审笔录记录技巧、卷宗整理及归档等多方
面，为参加培训的法官助理、书记员分享了自己
的工作经验，并对法官助理、书记员提出的问题
进行逐一解答。

据了解，这次培训结束后，万宁市人民法院
还将组织相关科室，通过随机抽查、集中操练等
形式对所有法官助理、书记员业务工作进行考
核，考核结果将纳入年终考核参考指标，以此督
促法官助理、书记员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和服
务水平。

本报海口2月27日讯（记者良
子 通讯员王坤）2月27日，海南日报
记者从省公安厅扫黑办获悉，2月20
日，海南省公安厅发布《关于敦促黄鸿
发犯罪团伙在逃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
的通告》并制作专案扑克牌通缉令，向

全社会公开通缉尚未到案54名涉案
犯罪嫌疑人。截至2月27日，已有45
名在逃人员主动投案自首。

据了解，目前还有刘小波 、梁永
祥、赵承凡、颜广川、黄钊、钟玮、谢良
尉、周业隆、赵旺等9名涉案在逃人员。

海南警方重申：涉案在逃人员应主
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犯
罪事实，争取宽大处理。对拒不投案自

首的涉案在逃人员，公安机关将采取有
力措施，积极缉捕，严格依法惩办。

希望涉案在逃人员的家属、亲友
敦促在逃人员投案自首，凡为其提供
隐藏处所、财物资助，帮助其逃匿的，
公安机关将对其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凡发现涉案在逃人员的人民群众，都
有义务向公安机关检举揭发，或将其
扭送至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将对检举

揭发人员依法予以保护。
省公安厅严正警告涉案在逃人

员，一日不到案，公安机关一日不停止
抓捕，只有投案自首才是出路。

联系人
田警官 17766916711
彭警官 17766916911
马警官 18789891756
阮警官 18789902179

海南警方发布昌江黄鸿发涉黑案在逃人员通缉令一周

45人投案自首 9人仍在逃
三亚西瓜村、芒果村棚改
安置区一期明年1月封顶
预计2021年底竣工投入使用

本报三亚2月27日电 （记者林诗婷）海南
日报记者2月27日从三亚市天涯区获悉，该市
西瓜村、芒果村棚改安置区一期项目正按计划
稳步推进，截至目前已完成总工程进度的25%，
将于明年1月封顶，预计2021年底竣工并投入
使用。

西瓜村、芒果村棚改安置区项目位于三亚
市凤凰路与回新路交叉口，距离三亚凤凰国际
机场4公里，距离火车站7公里。该项目分两期
建设，其中，项目一期总用地面积131.4亩，新建
安置房2076户，地上建筑由25栋住宅、3栋配
套用房组成，地下建筑为地下车库及设备用房，
机动车停车位 2250 个、非机动车停车位 4152
个，总建筑面积约为30.9万平方米。目前，项目
一期已全面开工建设，已完成总工程进度的
25%，正在进行基坑支护、工程桩、部分地下室
地板、土方开挖等施工作业。该安置区建成后，
将用于安置西瓜村、芒果村的被征收人及其他
项目的被征收人。

除了加快推进西瓜村、芒果村棚改安置区的
基础设施建设外，三亚还将进一步治理脏、乱、差
死角，合理规划布局配套设施，增强该片区城市功
能，促进存量土地的有效利用，提高居民生活质
量，改善城市人居环境，提升城市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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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论

@人民日报：动画短片《包宝宝》获
评奥斯卡最佳，戳中了不少中国家庭的
痛点。从小到大，父母的怀抱是最温暖
的港湾，但成长注定要跋涉远方，父母
的过度控制，折断追梦的翅膀，以爱为
名的“不肯退场”，也会埋下冲突种子。
如何爱孩子，是为人父母的必修课。当
孩子启程时，如果爱，不妨挥手目送。

@新京报：“职业拍违章”能震慑
违法，又何必“不予奖励”。以营利为
目的、蹲点“随手拍”举报交通违法，带
有一定的“职业”味道，有点像职业打
假人的做派。就目前看，此举不但引
发了舆论争议，也不怎么被当地管理
部门待见。这种“职业拍违章”，只要
符合两个“要件”：不违法且符合公共
利益，就应当被接纳，至少要包容。

@澎湃新闻：跟风消费真的快乐
吗？星巴克发布春季新品，其中粉色猫
爪杯引起关注。为了第一时间入手，有
消费者不惜凌晨排队，甚至大打出
手。商家显然深谙饥饿营销和网络炒
作之道，而且屡试不爽，也难怪消费者
会趋之若鹜。谁也说不清，大家买的
是“杯子”，还是“人无我有”的优越感？
大家是在购买优质的商品，还是在为不
甘落伍的从众心理买单？ （邓辑）

种桑养蚕，既生态又环保，但却是
一项技术活，既要下功夫，也要有真本
领。而琼中红毛镇番响村村民王国
谦，在政府部门的帮扶下，通过努力自
学、辛勤劳作，由养蚕“门外汉”成为闻
名“土专家”。不仅家里盖起新房，日
子越过越红火，而且，还被评为县里的

“脱贫之星”，登上脱贫致富电视夜校
的讲台。事实上，在红毛镇，像王国谦
那样的村民大有人在，他们通过辛勤
努力成为养蚕能手，靠种桑养蚕产业
脱了贫、致了富。

老话常说，“一技在手，致富不

愁。”种桑养蚕，对于一个贫困户，尤
其是“门外汉”来说，是一个十分艰巨
的挑战。不过，面对困难、挑战，王国
谦没有知难而退、消极躲避，而是主
动迎上去，缺什么补什么，积极“取
经”求教，认真琢磨起种桑养蚕技
术。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个养蚕“零
基础”的贫困户，最终成长为技术娴
熟的行家里手，变身为脱贫致富的好
榜样。细究王国谦们的蜕变之路，主
要秘诀在于，他们有着十分强烈的脱
贫心劲。

起步时有拼劲。常言道，万事开
头难。人一旦懒散惯了，就会临事而
惧，不敢轻易尝试，结果只能眼睁睁错
失良机。而致富能人多果敢坚决，认

准了就会去闯、去拼。种桑养蚕难
吗？确实难，会涉及桑树种植、蚕种培
育等诸多工作，但只要我们敢于突破，
勇于尝试，在虚心求教中，一个环节一
个环节去攻破，就能由陌生到熟练，做
到得心应手、应用自如。古人云，为
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
矣。脱贫致富，只有迈开步子，才能到
达远方。

爬坡时有韧劲。水中行船，不会
总是一帆风顺，难免被风吹浪打，产业
发展更是如此。很多时候，精力耗费
了，金钱投入了，非但见不到效果，甚
至还会出现各种意外。就像养蚕一
样，眼见收获了，可由于某一环节出现
差错，导致蚕种大批死亡，功败垂成让

人惋惜。对此，就要保持良好心态，认
真分析总结原因，万万不能因为点滴
挫折，就撒手不管、中途止步、半途而
废。事实上，无论是技术学习，还是产
业培育，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只有保持
定力才能柳暗花明。

成事时有干劲。在政策支持下，
对于肯干的人而言，脱贫不是一件难
事。难的是，如何克服脱贫之后再返
贫现象。一些贫困户往往把脱贫看成
终点，到达终点后便停滞不前、坐享其
成，结果很快又陷入贫困。致富能人
的可贵之处是，他们没有歇一歇、停一
停的想法，能够及时扩大再生产，让技
术、产业源源不断产生生产力。有些
村民不仅自己发家致富，还会想方设

法带着其他村民一起创收。成不骄，
败不馁，撸起袖子加油干，致富之路便
会越走越宽。

树无根不成，人无志不立。习总
书记指出，“脱贫致富贵在立志，只要
有志气、有信心，就没有迈不过去的
坎。”而致富能手的拼劲、韧劲、干劲，
归结到一处，正是坚决摆脱贫困的志
气、信心。当前，以产业促脱贫已成趋
势，这也意味着，广大村民不能仅仅停
留于一亩三分地的耕作上，而要主动
革新思维，围绕产业发展积极提升自
我，努力成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
的新型农民。我们坚信，在希望的田
野上，只要昂扬向上、勤学苦干，定能
梦想成真，成就不一样的精彩。

乐见更多“门外汉”变身“土专家”
■ 张成林

正视“作业代写”
背后的无奈

■ 陈冬丽

近日，重庆的刘女士发现自己的咸鱼号被人
举报封号了，了解详情后惊呆了，原来自己13岁
的女儿寒假期间一直登录自己的咸鱼号帮人写作
业，看收入已经上万。网友在眼红的同时，惊叹于
当前作业代写市场的火爆。作业代写市场何以如
此巨大？笔者认为，除却孩子懒惰、家长监督不力
等原因外，主要还是学校布置作业的量和质不够
合理，导致学生寒假作业数量多、任务重、重复性
较大。

平心而论，学校为了学生能巩固知识、养成良
好学习习惯，假期布置一些作业，本无可厚非。但
不乏一些老师在布置作业时欠缺周密考量，往往
为布置而布置。一些中小学寒暑假可谓是“作业
多多”，不仅语、数、英等主修科目作业各一本，还
有周记、日记等，各类试卷更是层出不穷。其中，
不少作业还是抄写，枯燥、量大。举例来说，近日，

“写字机器人”代写作业的新闻走热。据报道，机
器人一分钟写40个字，按照这个速度，完成寒假
抄写作业竟还用了两天时间，足见数量之多、任务
之重。

对作业过多这个问题，有不少网友吐槽，“谁
还没有过被假期作业支配的恐惧？”看似简单的吐
槽，背后暗含了多少中小学生的焦虑？写完一本
还有一本，在作业的压迫下，在焦虑的支配下，学
生怎么还有心情独立自主、按质按量去完成？怕
是为了快速完成，无所不用其极。此外，大量抄写
作业极为枯燥，又有多少学生能够耐心完成呢？
可见，作业量大、形式枯燥，非但起不到应有作用，
反而会导致学生“消极怠工”，失去学习积极性。
为了交差，找人代写，还有损诚信等品格的养成。

作业布置应量力而行、有的放矢。教育应该
是全面的，让孩子的身心全方位发展，而不是单单
为了应对考试、提高分数，而布置大量的重复性作
业。从根本上杜绝找人代写等“花式”补作业现
象，学校应该把控好作业的量，注重作业的质和形
式。比如，可因材施教，针对不同学生的学习情况
进行布置，或多进行实践教育等。这样既贯彻了
素质教育理念，也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只有作
业布置到位了，才能起到正面效应，让孩子快乐学
习、学有所成。

近几年全国两会期间，数场“部长
通道”采访活动备受关注。人民大会
堂北大厅，百米通道记者云集，列席会
议的政府部门负责人来到聚光灯下，
直面问题，现场“开方”。

还记得去年全国两会“部长通道”
上热度和锐度兼具的提问吗——个人
所得税怎么改？房地产市场下一步怎
么发展？将采取哪些措施解决农药化
肥过量使用？……一个个直击百姓关
切的问题，在彰显中国两会透明与开
放的同时，也更加凸显出部长们肩上
承载着的沉甸甸的人民重托。

越是群众关心的热点越要认真回
应。从早些年记者“围追堵截”拦部长，
到近几年部长们直面媒体，有问必答，

“部长通道”上采访形式变得更为多样，
不变的是各方对部长们尽责履职的期
盼。“问题提得好”“将拿出百分之百的
努力”……直面问题、表态诚恳。有部
门负责人甚至带来图表现场讲解，为的

就是让政策更接地气、更入人心。
会上看承诺，会后看落实。不少

去年全国两会“部长通道”上的承诺得到
了兑现。比如，“把党中央、国务院的减
税‘大礼包’不折不扣地送到每家每户每
一人手中”，这一年来，一系列减税减费
政策为广大纳税人不断带来改革红利，
尤其是去年10月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从
每月3500元提高至5000元，让不少人有
了明显感受。承诺继续加快推进棚户区
改造，大力推进公租房建设，强调“坚持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去
年1月至11月，全国棚改已开工616万
套，超额完成任务。多地“蓝天”多了、移
动网络流量资费降了、惩治侵权力度加
大了……“部长声音”带来的良策和实
招，凝聚着各方对民众期盼的关注，也推
动着热点难点问题在会后的逐步解决。

凝聚民心、彰显决心、增强信心。
伴随2019年“两会时间”即将开启，沟
通上下左右，直接会内会外，这条通道
仍在延续。相信部长们将继续带来新
愿景、新承诺，为共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展现新作为。

从药店购买泻药，换个印有英
文包装的瓶子，摇身一变竟成为澳
大利亚原装“进口”减肥药，价格也
随之暴涨上百倍。这些五颜六色的
减肥胶囊，其实是泻药掺白面粉，成
本仅两三毛钱一粒，而制售假药团
伙竟卖到500元/瓶。这样的假药
不仅销售火爆，竟还有人“好评”。

如果不是消费者身体出现问
题，进而向警方报案，也许这一团伙
还在借着知名APP继续制假、售
假。所谓药效明显的减肥药，说到
底不过是制假者编织的一个诱人

“鱼钩”。在“捷径心态”的裹挟下，
自以为捡到宝的消费者，迅速掉落
准备好的陷阱中。打击假药，既要
呼唤市场监管力量与时俱进、推陈
出新，同时，也呼吁消费者理性消
费，勿迷信所谓的“立竿见影”，让不
法者乘虚而入。这正是：

泻药面粉胶囊装，
摇身一变成网红；
减肥捷径走不得，
理性消费多提防。

（图/朱慧卿 文/邓瑜）

会上看承诺 会后重落实
■ 孙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