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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4月4日12时-4月5日12时）

城市名称

海口市

三亚市

五指山市

空气质量级别

优

优

优

PM2.5浓度
（微克/立方米）

13

10

7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30

19

21

发布单位:海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扫黑除恶进行时

本报三亚4月5日电（记者徐慧
玲）海南日报记者4月5日从三亚市
有关部门获悉，日前，三亚公布了《三
亚市举报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奖励办
法》（以下简称《办法》），举报人举报
的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线索，经查证属

实，最高奖励50万元。
据悉，《办法》所指的黑恶势力违

法犯罪线索举报奖励范围为：公安机
关未发现或掌握黑恶势力违法犯罪
线索；已立案侦查的黑恶势力违法犯
罪嫌疑人所实施，但公安机关尚未发
现或掌握的犯罪案件；公安机关正在
追捕的黑恶势力犯罪嫌疑人的具体
藏匿地点或活动轨迹。

根据《办法》，举报人举报的黑
恶势力违法犯罪线索，经查证属实，
三亚市公安局将对举报人给予一次
性奖励：公安机关查证属实并以黑
社会性质组织罪名送起诉的，奖励
人民币50万元；公安机关查证属实
并认定为恶势力犯罪集团的，奖励
人民币10万元；公安机关查证属实
并认定为恶势力犯罪团伙的，奖励

人民币4万元；公安机关查证属实并
认定为涉恶类案件的，奖励人民币1
万元；公安机关根据线索抓获犯罪
集团头目或主犯的，每名奖励人民
币2万元等。

据悉，三亚市举报黑恶势力违法
犯罪线索受理中心设在三亚市司法大
楼八楼，举报电话：0898-88386677，
举报邮箱：sysshbjb@163.com。

公布举报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线索奖励办法

三亚：举报黑恶势力最高奖励50万元

为精准打击各种黑恶势力，中央扫黑除
恶第18督导组4月7日起进驻海南，现向全
省社会公布举报电话和邮政信箱，欢迎广大
干部群众踊跃举报。

举报时间：4月7日至5月7日
每天8：00-20：00；

举报电话：0898-65360851、
65363891、65391195；

邮政信箱：海口市A011号邮政信箱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特约记者 吴峰

“3月下旬以来，除了忙着采春
茶，我们抓紧推进省级标准化试点示
范项目创建、承办全省新型职业农民
培育实训等。事情多，说明有机茶产
业得到了大家的肯定。”日前，白沙黎
族自治县五里路有机茶园主人符小
芳说。

占地约300亩的五里路有机茶
园，坐落在白沙陨石坑不远处，茶树

在富含矿物质的土地上茁壮成长。
登上茶园景观台远眺，远处林木葱
郁，近处梯田茶园苍翠喜人。

在符小芳的努力打拼下，10年时
间，这片有机茶园从最初的20多亩一
步步扩大至现今的300亩，并有效帮
扶白沙百余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实现
脱贫摘帽。

位于海南中部山区的白沙素来
盛产茶叶。作为土生土长的白沙黎
家儿女，现年42岁的符小芳对这片乡
土怀有深挚的感情。10年前，怀揣梦
想的她返回家乡创业，在距离白沙陨
石坑约2.5公里处垦荒，开辟出属于
自己的茶园，自此也种下了脱贫致富

的希望。
“白沙生态环境好，再加上陨石

坑周边区域的土壤含有大量矿物质
和微量元素，发展有机茶产业一定会
有好前景。”符小芳坚信。

有机茶叶是一种无污染、纯天然
的茶叶，但种植管护不易，只能采用人
工除草。因此，茶园雇了不少当地村
民打工。“在这里打工，不仅收入好，还
能学技术，心里很踏实。”常年在茶园
务工的脱贫户符富腾说，自己已掌握
了茶树栽培、施肥、虫害管控等技术，
致富的信心和干劲更足了。

“自己富了，还主动扛起帮扶乡
亲脱贫致富的重担，这种担当难能可

贵！”白沙黎族自治县脱贫攻坚指挥
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五里路
茶园积极吸纳当地百余户建档立卡
贫困户入股发展有机茶产业，并鼓
励、优先录用贫困户来茶园培训、务
工，有机茶产业帮扶成效明显。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茶园引进蚯
蚓养殖循环农业项目，通过收购当地
农家禽畜粪便发酵成有机肥，肥料更
足，也更加生态环保。

一片有机茶，浸润数缕香。10年
时间里，岁月在符小芳脸上留下了风
霜，但她精心种植出来的茶叶口感纯
净、甘甜，香气足、耐冲泡，得到了市
场和消费者的认可。近年来，五里路

有机茶获评“海南名牌农产品”，也获
得了中国、欧盟和美国的有机认证；
茶园获评“海南省级现代农业示范基
地”；正在打造中的五里路茶韵共享
农庄也被列入海南省共享农庄试点
创建名单；而符小芳个人也获得“海
南少数民族和贫困地区人才贡献
奖”，当选为省人大代表……如今，在
符小芳的带动下，当地越来越多的群
众正靠着有机茶产业脱贫致富。

“白沙地处海南生态核心区，守
护好这片绿水青山，我们发展有机茶
扶贫产业就一定能收获‘金山银
山’。”符小芳如是说。

（本报牙叉4月5日电）

“专升本”录取即将开始
我省各校招生计划和投档分数线已公布

本报海口4月5日讯（记者陈卓斌 特约记
者高春燕）省考试局4月5日印发通知指出，我省
2019年高职专科升本科招生录取工作即将开始，
各招生学校的招生计划及投档分数线现已公布。

据悉，海南医学院共有5个专业参与“专升
本”招生录取工作，其中临床医学专业计划招录
60人，投档分数线为179分；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共有4个专业参与招生，其中旅游管理专业计划
招录40人，分数线为211分；海口经济学院共有3
个专业参与招生；三亚学院共有7个专业参与招
生。此外，报考海南医学院专项计划的退役大学
生士兵，各专业投档分数线将在原基础上下调20
分。更多专业的招生计划和投档分数线可登录省
考试局网站查询。

考生可在5月上旬向报考院校查询本人的预
录取信息。省考试局提醒，有意补报调剂志愿的考
生，须于5月7日至5月8日登录“专升本”报名系统
填报调剂志愿，逾期不补报志愿的视为自行放弃。

海口红城湖棚改片区将建
一所九年一贯制公办学校

本报海口4月5日讯（记者叶媛媛）近日，海
口市琼山区教育部门发布信息，该区红城湖棚改
片区将建一所九年一贯制公办学校。预计该校
2020年开建，2021年招生。建成后将新增2820
个小学、初中学位。

琼山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所新建的九
年一贯制学校拟建于龙昆南路以东，红城湖以西，
道客一路以南，红城湖路以北范围内。该校总建
筑面积为35750平方米，拟设置36个小学班、24
个初中班，可接纳在校生2820人。学校建设内容
包括小学教学楼、初中教学楼、综合楼、办公楼、风
雨操场及社会停车场等，配套建设包括给排水、消
防、电气、照明、通风及空调等公用工程和室外水
电、体育运动场、道路及广场、绿化、围墙及大门等。

据悉，该校的建设项目包括在红城湖片区棚
户区改造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根据棚户区改造
规划，这所学校的建设现已列入2019年政府投资
建设计划的前期项目，预计在2020年开工建设。

我省将举办
本科院校外语教学大赛

本报海口4月5日讯（记者陈卓斌 特约记
者韩小雨）省教育厅4月3日印发通知，决定组织
开展海南省2019年本科院校外语教学大赛暨第
十届“外教社杯”全国高校外语教学大赛海南赛区
选拔赛（以下简称省赛）。据悉，参赛选手必须是
从事大学英语教学的一线教师。每校每个组别限
派一位选手参加，不接受多报，且选手出生日期需
在1974年11月以后。

根据全国大赛的安排及海南省的实际情况，本
次省赛设综合课组和（视）听说课组两个组别，各组
别决赛获一等奖的教师将代表我省参加全国大
赛。比赛内容、形式和评审办法等，均参照全国比
赛方案执行。值得一提的是，为鼓励青年教师参加
比赛，我省省赛两个组别各设立优秀青年教师奖一
名，对象限于进入省级决赛并获奖，且年龄在35岁
以下的教师（出生日期需在1984年11月以后）。

本次比赛由省教育厅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主
办，省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协办、海南医学院承
办。各校要指定有关部门做好学校初赛组织工作并
配合做好省赛复赛、决赛有关工作。比赛时间及相
关细则由省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另行发文。

本报海口4月5日讯（记者尤梦
瑜 通讯员黄婵敏）4月5日晚，由省
琼剧院创排的原创历史传奇琼剧《冼
夫人》修改提高汇报演出在省歌舞剧
院上演。据悉，冼夫人的扮演者、省
琼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林川媚将于4
月14日前往广西南宁，参加第29届
中国戏剧梅花奖现场竞演。

梅花奖是戏剧演员个人奖项的
角逐，为了备战梅花奖，该剧导演石
玉昆特意将冼夫人的戏份单独进行
一次梳理，有针对性地对林川媚的表

演进行强化。
“要在故事中充分表现出人物情

绪的变化，进而展示出冼夫人的品
德。”石玉昆介绍。此轮排练，林川媚
牢牢把握冼夫人“我事三代主，唯用
一好心”的精神，抓住家国之情和亲
情的主线，精益求精，呈现人物内心
状态。

“梅花奖的舞台也不仅仅是演员
个人的舞台，每一次的梅花奖评选都
是对剧团、剧种的风采展示。”石玉昆
说。武戏是该剧中的一大亮点，为了

让戏更加精彩，剧组特意邀请专业的
武戏导演给予指导。

舞台上，冼夫人“离魂”一场，导
演特意加重了争斗戏份，林川媚唱
念做打，流畅的表演程式尽显戏曲
功底。

琼剧《冼夫人》于2014年开始策
划创作，同年10月启动排练，2018
年3月在海口首演。该剧讲述隋仁
寿元年，太子心腹赵讷依仗权势肆
虐于民，激起俚僚纷纷揭竿，冼夫人
为惩治贪官安抚岭南，毅然派孙冯

盎冒着极大风险晋京面圣，终让隋
文帝派出御史查办赵讷，冼夫人奉
旨巡视各峒……全剧采用神话传奇
方法，不仅展现了冼夫人的爱民如
子，也生动描绘了她威震四方的形
象。该剧也是海南省琼剧院创排的
首部老旦戏。

第29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现场竞
演将于4月13日至26日在广西南宁
拉开大幕，共有包括京剧、昆曲在内
的17名戏剧演员进入终评，最后将
评出15名梅花奖获奖演员。

本报海口4月5日讯（记者叶媛
媛 通讯员许晶亮）4月3日下午，海
南医学院附属医院内的一个临时摊
位前人头攒动，摊位上的特色农产品
成了“抢手货”。这是海口市琼山区
甲子镇昌西村乡村振兴工作队开展
的一次“消费扶贫直通车”活动。

农产品的售卖有路子、有收益，
对于农户来说，就是最直接的动力。

昌西村驻村第一书记张夏龙介绍，此
次活动主要是组织销售贫困户的瓜
菜和红鸭，摊位上95%的农产品都是
订单式销售，5%为现场零售。“这样
有计划的订单式销售，确保了贫困户
的农产品销路不愁。”

昌西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文
绍卿是海医附院的一名工作人员，他
结合海医附院干部职工对优质农副

产品的需求，组织村民将特色农副产
品“走出去”进行销售。他告诉海南
日报记者，“消费扶贫直通车”是由贫
困户（致富带头人）主动挖掘本地优
质农产品，打通“下线”，自行组织农
户参与售卖，打通“上线”，发挥资源
优势寻找销售渠道，以“志智”双扶为
主导的一种扶贫模式，可以解决原集
市活动中遇到的一些瓶颈问题，将

“备好产品等待消费”转化为更加主
动的“订单认购送货上门”服务。

据悉，甲子镇昌西村脱贫致富电

视夜校集市作为琼山区首批“试
点”，集市活动开办4个月销售额约
12万元。今年，昌西村乡村振兴工
作队在创新消费扶贫模式上主动出
击，策划“消费扶贫直通车”模式，助
力昌西村脱贫攻坚。今年昌西村计
划举办“消费扶贫直通车”专场活动
6场次至7场次，同时积极发动订单
认购认养、继续办好夜校集市活动、
将优质农产品上线销售等，力争达
到年度销售目标30万元，受益困难
群众预计为50人次。

垦荒种茶创立五里路有机茶品牌，带动百余户乡亲脱贫

符小芳：将有机茶园打造成“金山银山”
爱国情 奋斗者

海口甲子镇将“消费扶贫直通车”开进海医附院

订单式销售，让贫困户的农产品销路不愁

琼剧《冼夫人》海口汇报演出
冼夫人扮演者将于本月中旬赴广西参评梅花奖

◀上接A01版
《实施方案》还对全面推进行政执

法信息化建设提出要求，强调要加强
信息化平台建设，在今年底前完成行
政执法综合管理监督信息系统建设，
基本完成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全面
推行网上受理、网上审批、网上办公，
在2020年年底前逐步构建操作信息
化、文书数据化、过程痕迹化、责任明
晰化、监督严密化的行政执法信息化
体系。同时，进一步完善行政执法数
据汇集和信息共享机制，加快推进跨
地区、跨部门执法信息系统互联互通。

《实施方案》明确，从今年起，把
“三项制度”推进情况纳入法治政府建
设考评指标体系，纳入年底效能目标
考核体系，建立督查情况通报制度，对
工作不力的要及时督促整改，对工作
中出现问题造成不良后果的单位及人
员要通报批评、依纪依法问责。

我省全面推行
行政执法“三项制度”

为应对清明小长假客流
南航多方保障旅客出行

本报海口4月5日讯（记者王玉
洁 实习生符钰超 通讯员符之儒 王
秋远）海南日报记者4月5日从南方
航空获悉，清明小长假期间，南航海南
分公司将通过执飞大机型、加大航线
范围，以及做好强降水天气造成的航
班返航及备降的应对工作，保障和方
便旅客进出海南岛。

南航海南分公司有关负责人介绍，
为方便在深圳工作的海南籍返乡旅客
出行，部分海口往返深圳的航班将改由
大机型A330执飞。此外，考虑到“候
鸟”老人或选择在清明节前后返乡，南
航特别加大了海南与北方城市的航线
辐射范围，如新增海口⇌长沙⇌呼和浩
特，海口⇌南昌⇌石家庄/天津，三亚⇌
常州⇌大连以及三亚直飞沈阳等航线，
满足旅客返乡探亲需求。

清明小长假期间，为应对强降
水天气带来的返航、备降问题，南航
将运用大数据分析气象资料源库，
科学把握航班放行尺度。此外，南
航还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整体“大运
行”战略，在北京、上海、广州及深圳
安排全天候备飞。

乡村振兴工作队在行动

修缮工作今年上半年完成

蔡家宅将以新面貌开放
本报嘉积4月5日电（记者丁平 通讯员赵

侃）海南日报记者4月5日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蔡家宅看到，蔡家宅被施工围网和临时围挡
包围，工人正对老化的楼面、屋面、柱梁和结构等
进行全面修缮。

琼海市博物馆馆长王书通介绍，从2009开始，
琼海市对蔡家宅的四座主体建筑逐一修缮。去年
11月，蔡家宅最后一座主体建筑修缮工作启动，修
缮面积为661.69平方米，预计今年上半年便可完
工。届时，蔡家宅将以新面貌向游人展示。

据了解，蔡家宅位于琼海市博鳌镇留客村，建
于1934年，是印尼富商蔡家森等四兄弟共同建造
的一个建筑群落，也是海南侨乡中西建筑风格相
结合的典范。

清明假期首日

我省15个省级观察点
接待祭扫群众超11万人

本报海口 4月 5日讯 （记者刘
操 通讯员时权）4月5日是清明假期
第一天，全省各市县迎来祭扫高峰。
记者从省民政厅获悉，海口颜春岭安
乐园公墓、吉荫贤公墓、富山公墓，三
亚市荔仙园公墓，五指山市仙归园公
墓，儋州蒌青岭中心陵园等15个省级
观察点接待祭扫群众超11.14万人，
车辆超2.39万台。

据介绍，针对清明节期间群众祭
扫相对集中的特点，各市县提前制定
祭扫工作方案和突发事件应对预案，
认真查找安全隐患，建立应急值守制
度，积极引导群众错峰祭扫，祭扫活
动秩序良好，未发生重特大安全责任
事故。

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表示，部分
祭扫观察点仍然存在焚烧祭品、燃放
鞭炮等明火祭扫行为，明后两天，各市
县要督促引导祭扫群众自觉遵守防火
和消防安全等规定，积极倡导低碳文
明祭扫，在祭扫服务场所要抵制迷信
行为和低俗祭祀用品，防止火灾和排
除各种不安全隐患，确保祭扫活动安
全、顺畅、有序进行。

文明祭扫 低碳清明

②4月4日，儋州市中和镇中和社区居委会
干部在执勤，防止火灾和排除各种不安全隐患。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朱鼎甲 摄

①4月3日，海口市火山口公园附近，海
口市森林公安局的民警和森林消防队员一起
悬挂防火警示横幅。 本报记者 李英挺 摄

③4月5日上午，市民手捧鲜花来到海口
颜春岭墓园祭奠故人。 本报记者 古月 摄

①①

②② 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