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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文莱“空中之旅”
推介发布会海口举行

本报海口4月22日讯（记者赵优）4月21
日，海南-文莱“空中之旅”暨文莱航空·旅游推介
发布会在海口观澜湖新城举行，文莱皇家航空公
司相关负责人及形象大使吴尊来到现场，多形式、
多途径、全方位地展现文莱新形象。据了解，此举
旨在加深两地旅游业界的沟通合作，促进中文两
国的文化旅游交流。

去年11月23日，海口至文莱斯里巴加湾定
期直飞航线开通。该航线由文莱皇家航空公司执
飞，海南文华航空旅运有限公司包机运营，从海口
出发的航班逢周二、五执飞，飞行时间约为3小时
30分钟，采用空客A320机型。航线开通至今已
运行43个航班（往返共86次），运送游客超过1万
人次，往返客座率达到76%。

本次推介发布会由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
育厅、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指导，文莱皇
家航空、海南文华航空旅运有限公司主办。

我省兰花种苗
将首次出口欧洲

本报海口4月22日讯（记者计思佳 孙慧）海
南日报记者4月22日从省林业局获悉，日前，我省
兰花企业海南柏盈兰花产业开发有限公司同昆明
（荷兰）安祖公司签订了2019年30万株种苗的生产
代工计划合同。这30万株种苗未来将出口越南、美
国以及欧洲地区国家，这意味着我省兰花种苗将成
功打入欧洲市场。

据了解，荷兰安祖公司是世界著名种苗生产
企业，总部位于荷兰布雷斯克，主要从事红掌属植
物和蝴蝶兰的育种与繁殖、盆花和切花种苗生产，
在国际市场占有重要的地位。

“安祖公司对于种植、栽培苗株都有严格的品
控要求。他们选择合作的企业必须具备输美温室
资质，对于温室的消毒、气候、幼苗生长的温度、光
照、湿度都有严谨的数据要求，对于瓶苗的捡出和
分级、基质准备、操作台准备都有严格的品质监管
及要求，细节上对于肥水的配比、温度及幼苗的预
防病害和防治方法都有相对应的配套数据支持。”
省林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成功签约，表明了
荷兰安祖公司对我省兰花种苗品质高度认可。

该负责人同时表示，海南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优
越的自然环境，为发展花卉种苗产业提供了良好的
生产条件。省政府正在制定热带花卉产业发展规
划，加快推进花卉产业发展，鼓励更多花卉企业种植
出口花卉品种，让海南热带花卉在世界各地绽放。

◀上接A01版
省海洋部门及三亚珊瑚礁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管理部门对自然保护区法
定区域没有实施有效保护，未及时制
止和查处自然保护区内违法建设行
为。

根据干部管理权限，给予三亚市
住建局局长黎觉行党内严重警告、政
务记大过处分；给予三亚市退役军人
事务局局长黄海雄（时任三亚市规划
局局长）党内严重警告、政务记大过
处分；给予三亚市政协农业和农村委
员会主任王宏宁（时任三亚市执法局
局长）党内严重警告、政务记大过处
分；给予三亚市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主
任张利党内严重警告、政务记大过处
分；给予原三亚市海洋与渔业局局长
章华忠（与三亚珊瑚礁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违规建设项目整改不力问题合
并处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给予三
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高富宅
（时任三亚市国土环境资源局副局
长）党内警告、政务记过处分；给予三
亚珊瑚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
主任傅捷党内警告、政务记过处分。
另有4名厅级干部、7名处级干部、1
名科级干部分别受到党纪政务处分、
诫勉处理。

三、万宁市日月湾综合旅游度假
区人工岛项目违法填海，破坏生态环
境问题。万宁市政府擅自改变《日月
湾综合旅游度假区总体规划》确定的
日月岛用地性质，新增居住用地9.96
公顷。月岛填海项目在未取得海洋
环评批复的情况下擅自开工建设，省
海洋与渔业厅、海监总队未及时立案
查处，导致万宁日月湾综合旅游度假
区人工岛项目周边岸滩存在大面积
淤积及一定程度侵蚀情况。

根据干部管理权限，给予省政协
专职常务委员黄良赞（时任省海洋与
渔业厅副厅长，与海水养殖无序发展
局部海域水质恶化问题、部分海洋型
省级自然保护区存在违法违规问题
合并处理）政务记大过处分；给予原
省海洋与渔业厅党组成员、省海洋与

渔业监察总队总队长李东屿（现任省
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党组成员、省海洋
与渔业监察总队总队长）政务记过处
分；给予省海洋与渔业监察总队副总
队长李洪澜政务警告处分；给予万宁
市委书记张美文（时任万宁市市长）、
万宁市市长周高明（与海水养殖无序
发展局部海域水质恶化问题合并处
理）政务记大过处分；给予万宁市人
大常委会主任吴明阳（时任万宁市委
常委、副市长）政务警告处分；给予万
宁市副市长林兴胜（与海水养殖无序
发展局部海域水质恶化问题合并处
理）、副市长王振羽（时任万宁市国土
资源局局长）政务记大过处分；给予
万宁市政协副主席李宁（时任万宁市
海洋与渔业局局长）政务警告处分；
给予万宁市礼纪镇副主任科员林凡
（时任万宁市海洋与渔业局局长，与
海水养殖无序发展局部海域水质恶
化问题合并处理）撤销党内职务、政
务撤职处分。另有2名处级干部、1
名科级干部分别受到党纪政务处分、
诫勉处理。

四、琼海市、昌江县违规侵占海
岸带，砍伐海防林问题。2013年以
来，琼海市多次违规侵占海岸带，砍
伐海防林；市农林局违规批准博鳌金
湾等6个项目采伐沿海防护林；市规
划建设局违规批准位于200米海岸带
范围内的海天盛宴房地产项目规划
建设，占用一类生态红线内土地
84.86亩。《海南省海岸带保护与开发
管理规定》出台后，昌江县仍违规为4
个涉及海岸线200米以内的地块办理
了工程规划许可，导致海岸带被违规
侵占。

根据干部管理权限，给予省旅
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副厅长宁虹雯
（时任琼海市市长）政务记大过处
分；给予琼海市政协主席符传富（时
任琼海市市委常委、副市长）政务记
大过处分；给予保亭县副县长颜业
礼（时任琼海市农林局局长）政务警
告处分；给予琼海市建设局副主任
科员颜帆（时任琼海市规建局局长，

与省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滞后大量污
水直排严重污染环境问题合并处
理）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处分。
另有2名厅级干部、3名处级干部、7
名科级干部分别受到党纪政务处
分、诫勉处理。

五、海水养殖无序发展，局部水
质恶化问题。2016年，全省位于陆域
的海水养殖场开展环评的或有污染
治理设施的均不足1%，大量海水养
殖场甚至占用自然保护区和沿海海
防林。省海洋与渔业厅对全省海水
养殖问题管理不到位，监管不力，截
至督察时，既未按要求编制出台海水
养殖规划，也未对无证养殖问题进行
有效监管。

根据干部管理权限，给予三沙市
委书记张军（时任省海洋与渔业厅厅
长）政务记大过处分；给予省自然资
源和规划厅副巡视员牛勇（时任省海
洋与渔业厅副厅长）政务记过处分；
给予原省海洋与渔业厅总工程师潘
骏（现任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总工程
师）政务记大过处分；给予省市场监
督管理局副局长刘春梅（时任文昌市
市长，与铜鼓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
发问题、部分海洋型省级自然保护区
存在违法违规问题、文昌市部分重点
环保工作推进落实不力问题合并处
理）政务记大过处分；给予文昌市委
常委、统战部部长黄心奋（时任文昌
市副市长）政务记过处分；给予文昌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良锐（时任文
昌市海洋与渔业局局长）政务记过处
分。另有2名厅级干部、4名处级干
部、12名科级干部受到党纪政务处
分、诫勉处理。

六、铜鼓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违
法开发问题。文昌市政府在铜鼓岭
保护区规划调整过程中，将部分国家
级重点生态公益林调整为旅游建设
用地，将部分林地规划为酒店及旅游
道路用地。省国土资源、林业、住建
等部门把关不严，均违规出具同意意
见。鲁能集团项目毁坏保护区部分
沿海防护林，文昌市政府及其部门把

关不严、监管不力并违规办理相关用
地手续。

根据干部管理权限，给予省军民
融合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裴成
敏（时任文昌市委书记，与部分海洋
型省级自然保护区存在违法违规问
题、文昌市部分重点环保工作推进落
实不力问题合并处理）政务警告处
分。另有5名厅级干部、6名处级干
部、2名科级干部受到党纪政务处分、
诫勉处理。

七、三亚珊瑚礁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违规建设项目整改不力问题。三
亚市政府及其部门对侵占保护区的
亚龙湾瑞吉度假酒店配套游艇码头
长期不查处，对保护区内三亚洲际度
假酒店海上餐厅及游艇码头等违法
项目以罚代管。

根据干部管理权限，给予三亚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李丹青（时
任海监三亚支队支队长）政务记过处
分；给予海监三亚支队支队长林炽芳
（时任海监三亚支队副支队长）政务
警告处分；给予三亚市供销合作社副
主任钟乙强（时任三亚市政府秘书七
科科长）政务警告处分。另有1名厅
级干部受到诫勉处理。

八、部分海洋型省级自然保护区
存在违法违规问题。临高县政府违
规将白蝶贝自然保护区实验区作为
渔业规划发展重点区域，在保护区实
验区内违规审批发放养殖用海、海水
养殖证。县海洋与渔业局、渔政管理
站、海监大队对非法占用自然保护区
海域开展养殖的行为查处不及时。
文昌市政府违规在文昌麒麟菜省级
自然保护区填海造地，建设南海度假
村等项目。省海洋与渔业厅违规对
南海度假村人工岛等项目进行了竣
工验收。

根据干部管理权限，给予原省
海洋与渔业厅海域管理处处长陈刚
党内警告处分；给予文昌市副市长
符策万（时任文昌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与海水养殖无序发展局部海
域水质恶化问题、文昌市部分重点

环保工作推进落实不力问题合并处
理）政务记大过处分。另有 3名处
级干部、9 名科级干部受到政务处
分、诫勉处理。

九、文昌市部分重点环保工作推
进落实不力问题。文昌市政府对生
活垃圾处置设施和水污染治理工作
重视不够，污水收集管网和飞灰填埋
场建设滞后，饮用水源地保护不力。

根据干部管理权限，给予文昌市
副市长何欢宝政务记过处分。另有5
名科级干部受到党纪政务处分、诫勉
处理。

青山绿水、碧海蓝天是海南最强
的优势和最大的本钱，是一笔既买不
来也借不到的宝贵财富。近年来，省
委、省政府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
指导，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习总书记

“4·13”重要讲话和中央12号文件精
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关于生态环境保
护的决策部署，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
优美生态环境的所想、所盼、所急，大
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狠抓环境保护
和污染整治工作，坚决制止和惩处破
坏生态环境行为，全省生态环境质量
持续改善。但以上典型案例说明，仍
有一些地方和领导干部政治站位不
高，发展理念有偏差，执行政策不坚
决，监督管理不到位，他们受到严肃
问责，教训极其深刻。各地区各部门
要切实引以为鉴、举一反三，严守政
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力戒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切实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
局工作的突出位置抓紧抓实抓好。
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牢固树立和全
面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始终坚持“生态立省”，以对历史、
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和担当，高起点谋
划和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
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确保海南
生态环境只能更好，不能变差，精心
呵护好这片青山绿水、碧海蓝天，与
自贸港建设同步建成世界一流的生
态环境。

中共海南省委 海南省人民政府
2019年4月22日

海南省通报中央环境保护督察
移交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问责情况

以最严问责守护“最大本钱”
观察

来论

把教育“惩戒权”还给教师
■ 刘俐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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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S店何以恁多“坑”

本版言论只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投稿信箱：hnrbpl@163.com

高温“烤验”时
预防应先行

■ 张成林

■ 李萌

涛声

近期，随着舆论聚焦、媒体介
入，汽车4S店的各种问题也浮出水
面。新华社记者日前调查发现，一
些4S店不同程度存在偷换零部件、
增加维修工时、不按三包法退换车
辆等问题。

消费者到4S店购车、修车图的
就是放心，孰料稍不留神就会掉进

“坑”里，多花冤枉钱，这让人情何以
堪？之所以会出现上述现象，一些
4S店不讲诚信、不守规矩固然是重
要原因，但汽车销售行业普遍存在
的“亏本卖车”也是一大诱因。

目前，不少车型只有打折才卖

得出去，盈利压力之下，提高售后服
务中的“产值”便成了一些商家“堤
内损失堤外补”的捷径。从这个角
度来说，遏制4S店乱象，填平各种

“坑”，不仅要监管持续盯紧，也要想
办法推动汽车销售行业转型升级，
否则，很容易“按下葫芦浮起瓢”。
这正是：

进店消费图省心，
孰料处处藏陷阱；
乱象纷扰何时止？
行业升级要抓紧。

（图/朱慧卿 文/张永生）

@人民日报：有梦想的人会发光。
上海交大宿管阿姨、49岁的原梦园与儿
子同时考研成功，传为佳话。目标哪能
唾手可及，每个励志榜样都用奋斗雕
琢时光，那密密麻麻的笔记就是明
证。“秀出你的酷，你有你的天空”，梦
想本身不发光，但敢于逐梦而行，人生
就会发光。原梦园成为了自己想成为
的人，踏歌起舞，你也可以梦圆。

@新华网：要品位，不要低级趣
味！近日，某两性健康品牌与多家企
业联合发布的几则互动营销文案引起
网络热议。不得不说，这些推广确实
赢得了流量，但效果却适得其反！创
意不是哗众取宠，风流更不是下流！
任何一个品牌的宣传都必须坚守底线
和原则，创造属于自己的品位，而非追
逐低级趣味！否则，总有一天会被市
场淘汰，被消费者厌弃！

@半月谈杂志社：致2019职场，
请善待834万高校毕业生。最近，一些
企业力推超时加班常态化，使即将进
入职场的毕业生们望而生畏，招聘广
告上不时出现的“弹性工作制”和“工
作抗压能力强”等要求也被毕业生们
识别为“超时加班常态化”的隐语。企
业对人才进行“杀鸡取卵”式压榨，表
面看能获得超额利润或者降低成本，
实际上无异于饮鸩止渴。 （张 辑）

近日，海南开启了“烧烤”模式，全省最高气
温甚至达到42℃，“热出了新高度”。4月22日，省
气象局继续发布高温四级预警，海口等9个市县
的大部分乡镇将出现37℃—39℃高温天气，省应
急管理厅等部门也多次发布高温提醒。面对持
续高温天气，省委书记刘赐贵作出批示，要求全
省各级各有关部门切实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理念，采取综合有效措施减少损失。

前些天，海南还是和风如春，这几日，却已是
“火力十足”，不期而至的高温天气，让广大“岛
民”措手不及。对不少群众来说，高温虽在意料
之外，倒也在情理之中，于是，便不以为意、竞相
调侃。不过，管理部门已经相机而动，出台了系
列防范、应急举措。例如，安全生产部门督促减
少或停止高温时段室外作业，电力部门加大电力
保障力度，教育部门禁止学生私自下河游泳……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在高温天气“发威”
前，及时做好服务保障工作，体现了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以及早谋划、早准备的管理思路，
折射出的正是“以防为主”的防灾救灾理念。高
温之所以可怕，在于其波及面宽、危害面广，不仅
会造成停水、停电，还会引发安全事故，甚至会造
成持续干旱，直接影响生产生活秩序。如果心存
侥幸、行动不及时，事发时才临时抱佛脚，就会陷
入被动，造成巨大损失。

因此，应对高温危害，必须把关口前置，积极
由“救灾”向“防灾”转变，这也正是海南多年来抗
灾救灾得出的重要经验。事情的发展往往充满
变数，紧要关头的责任担当，不是见招拆招、穷于
应付，更不是等到灾害发生后才亡羊补牢。真正
的担当，是杜绝心存侥幸，及时行动，提早预防，
把“保障网”织密，把“提前量”留足，只有如此，才
能从容应对，最大限度守护群众利益。

预计未来几天，高温天气仍将持续。这是高
温“大烤”，更是应急大考。高温危害面广，预防
工作也要系统全面。从用水用电到道路交通，从
消防安全到安全生产……每个环节都要拧紧“安
全阀”。从厅局部门到市县基层，从各行各业到
社会大众，都要提高认识，积极行动起来，针对高
温天气主动采取有效措施，把安全防范工作落到
实处。只有时刻以人民为中心，把工作做早、做
细、做实，我们才能不惧炎热、安全前行。

“经省委、省政府研究，决定对17
个责任单位，135 名责任人员严肃问
责。”4月22日，省委、省政府通报中央
环境保护督察移交生态环境损害责任
追究问题问责情况，公布有关典型案
例。此举再次彰显海南对生态环境损
害零容忍、严打击的态度和决心。

厅级干部30人、处级干部56人、
科级干部 49 人……此次问责面积之
大、公布案例之细，很多被问责的人员

还被点名公开通报，这在全省也是较
为罕见的。但是，联系到2018年的海
南省政府工作报告中对生态环境保护
提出的四个“最严”要求，即“必须以最
严谨的规划、最严格的措施、最严厉的
处罚、最严肃的问责，确保海南生态环
境只能更好、不能变差，不折不扣抓好
中央环保督察问题整改，努力建设全
国生态文明示范区”，就不难理解此次
最严问责，并不是平地起风波，而是用
实际行动在践行这一要求。

有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滞后的，有
违规干预执法的，有违规办理相关用
地手续的，有违规侵占海岸带的，有对

保护区内违建整改不力的，有对重点
环保工作推进落实不力的……纵观此
次被问责的单位和干部，问题症状不
一，但最终都会导致一个结果——破
坏海南生态环境。谁破坏生态环境，
谁就是砸海南发展的“金饭碗”，只有
问责具体到人，生态症结才能化解到
位。此次问责将问题分解、追根溯源、
具体到人，有关干部受到撤职、记大
过、严重警告等处分，不论级别高低都
依纪依法受到严肃处置，这正是“有权
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的
有力体现。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是

近年来海南努力践行的理念，全省上
下正通过持续开展生态环境六大专
项整治等行动，坚决制止和惩处破坏
生态环境的行为，生态环境质量得到
持续优化。空气质量优良率 98.4%、
29个城市黑臭水体消除、河长制湖长
制全面推行、海口获评“国际湿地城
市”……这些成效正是广大干部群众
共同奋斗和呵护的结果。但从通报
的典型案例来看，仍有一些单位和干
部发展理念有偏差，执行政策不坚
决，责任意识很淡薄、监督管理不到
位。对于这样的干部，“动员千遍，不
如问责一次”，只有“揭短”动真格，

“亮丑”严处罚，才能达到问责一个、
教育一片的效果，才能让“两山”理论
深入人心，真正保护好海南得天独厚
的生态环境。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海南发展的
最强优势和最大本钱，呵护好海南的
绿水青山、碧海蓝天，既是海南自身
发展的需要，也是海南义不容辞的国
家使命，更是全国人民和全省人民的
共同期盼。以最严问责守护“最大
本钱”，才能为海南高质量发展提供
强大动力，推动海南自贸区、自贸港
建设，谱写新时代美好新海南的宏
伟篇章。

“熊孩子”在校闹事、不学习，该
如何管教？近日，广东省公布《广东
省学校安全条例》（草案），首次对中
小学教师的管教权进行了明确，学校
和教师可依法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
甚至采取一定的教育惩罚措施。因
并未对“教育惩罚措施”的程度、范围
和方式进行明确规定，草案也招致了
一些质疑，如有网友认为，“教师自由
裁量权过大，无疑会为体罚开了一个
口子。”

教 育 惩 戒 权 是 一 个 敏 感 的 话
题，很容易招来质疑。相关地方出
台法规、赋予中小学教师教育惩戒
权 ，展 现 出 了 教 育 改 革 探 索 的 勇
气。学校或教师的教育惩戒权有其
存在的必要性，实事求是地说，有些
学生确实难以管教，不尊重老师，不
按时完成作业，不遵守课堂纪律，把
老师的批评教育当成耳旁风，甚至
顶撞、侮辱老师。对这样的学生，口
头 批 评 往 往 太 轻 ，起 不 到 什 么 效
果。而适当的惩戒能让犯错学生付

出一定的代价，认识到错误行为的
后果，同时也能够丰富教师的教育
手段，增强教师的教育权威，提高教
师的教育管理效率。可以说，用好
教育惩戒权，能让学生们长记性，倒
逼学生自律，恪守规则底线，有助于
学生的健康成长，有助于维护教学
秩序。

然而，也应看到，惩戒与体罚容易
混淆，按照教育法律，体罚学生或变相
体罚学生是被禁止的，另外，惩戒也不
能违反其他领域法律法规的规定，不
能出现过激甚至不当的行为。哪些惩
戒是合理的、可行的？哪些惩戒又是
不当甚或违法的？教师在日常教学管
理过程中该怎样选择教育惩戒的种
类？该如何拿捏教育惩戒的分寸？显
然，仅仅笼统地赋予学校或教师教育
惩戒权是远远不够的，相关部门还应
该制定实施教育惩戒的细则，拿出教
育惩戒权的“黑白清单”。

教育绝非“说不得”“碰不得”；惩
戒有度，成长有路。当教育惩戒这把

“戒尺”有了准确的法律刻度或标准
刻度，就更具可操作性，教师的管教
行为也能够更准确、更合理。

评论 2019年4月23日 星期二
值班主任：吴卓 主编：张永生 美编：杨薇A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