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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称
鲜猪肉
鲜猪肉
鲜羊肉
鲜牛肉
鸡肉
鸡蛋
带鱼
青椒
尖椒
芹菜
油菜

圆白菜
豆角
韭菜

西红柿
胡萝卜
土豆

大白菜
蒜苔
冬瓜
苦瓜

空心菜
地瓜叶

规格、等级
黑猪精瘦肉
黑猪肋条肉
新鲜带骨
新鲜去骨

白条鸡、开膛、上等
新鲜完整 鸡场蛋

冰鲜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未经处理，按把换算

农贸市场均价
19.01
13.91
55.92
59.10
15.58
6.84
23.31
4.90
5.23
5.22
3.66
2.57
4.19
4.19
4.91
3.08
2.83
2.44
6.26
2.50
5.30
2.90
2.71

日环比
-0.61%
-2.23%
2.92%
0.43%
-1.06%
1.81%
3.15%
-0.18%
-0.11%
2.13%
3.14%
-0.27%
-3.62%
1.89%
-0.58%
0.76%
-0.58%
-0.51%
0.24%
2.04%
1.09%
-0.49%
2.20%

爱国情 奋斗者

■ 本报记者 刘笑非

连日来，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
得者、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工
会委员会副主席兼女职委主任唐
玉春，持续在为职工的各种琐事
奔忙。

于1998年从技术岗转到行政岗
后，唐玉春在工会这个别人眼中“不容
易出成绩”却也闲不下来的岗位上，一
干就是21年。

从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和女职工
特殊利益，到推动公司通过职工安
置方案和员工离岗待退管理办法；
从积极开展岗位建功、技术比武，到
年年组织“三八”晚会，在公司职工
心里，唐玉春是个性格温和、处处为
他们着想的知心大姐，而一旦涉及
到职工利益，唐玉春也敢和任何人
较真。

为职工利益敢“顶撞”上级

“向职工征求意见的时间才两天，
怎么能保证大家没有不同的想法？提
前上会，不行！”一次，接到办公电话，唐
玉春本来温和的语气突然变得严厉。

在海矿公司，但凡大事，尤其是涉
及员工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和管理制
度，必须提交职代会审议。“而在提交
审议前，我们需要一周的时间广泛征
求职工的意见，切实考虑大家的利
益。”唐玉春说，职工有权为自己的利
益发声、做主。

工会同事介绍，唐玉春与领导意见
不一致的情况不少见，而她坚信为了充
分保障职工利益，自己必须据理力争，
尽管有时会招致领导误解和批评。

唐玉春“铁娘子”的作风，让她赢
得了职工们的赞誉，也让她承担着更
重的责任。

2007年来，海矿变成了股份制
公司，在企业改制、扁平化机构改革

等企业发展的关键节点，唐玉春用
自己的行动保障着职工的利益。公
司改制方案、职工安置方案、员工离
岗待退管理办法等，尤其是工资专
项集体合同的出台，让企业盈利直
接与职工工资上涨挂钩。前期的调
研、后期的跑腿，唐玉春都亲自参
与，征集汇总职工的意见，细细梳理
大家的诉求。

在唐玉春担任过的多个职务
里，公司合理化建议工作委员会主
任是她最为看重的之一。每年，唐
玉春会组织委员会成员对职代会收
集的上百条职工代表提案进行研
究、筛选、归类，其中的重点提案提
交公司领导审阅后，还会安排相关
部门办理并做好跟踪。“每位职工代
表的提案都要回复，这是最基本的
态度。”唐玉春说。

力架职工与管理层“连心桥”

定期走访、倾听心声。21年来，

唐玉春的许多工作不是在办公室里，
而是在职工家里倾听他们关于工作、
生活的倾诉。“走访之外，加上每年的
职代会代表提案，我们发现职工因病
致困致贫的案例不在少数。”唐玉春
说，这让制定和出台职工大病救助办
法立刻提上了日程。

在多个场合主动汇报、做好调研
和测算工作、借鉴省总工会和兄弟单
位做法，唐玉春提前做好的职工大病
救助方案迅速得到了采纳。从此，恶
性肿瘤、中风瘫痪、尿毒症、肾等重大
器官移植术及骨髓移植等4种重大疾
病被纳入救助范围。每年100万元的
公司职工大病救助基金，实施至今已
为446人次发放逾478万元，为多个
家庭解了燃眉之急。

为了畅通职工和公司领导的沟
通渠道，在唐玉春的主持下，一套公
司领导“接待日”制度，成了职工表达
诉求的最佳渠道。自 2016 年 5 月
起，在唐玉春的牵头下，海矿公司将
领导“接访日”改成了领导“接待日”，

让职工以平等的姿态与之对话沟
通。而每月除了正常接待来访职工
外，海矿公司二级单位还安排至少1
名职工代表带着本单位意见和员工
诉求与公司领导面对面座谈、沟通，
既拉近了管理层和普通职工的关系，
也让公司领导能够听到来自最基层
的声音。

“工会是座连心桥，是联系管理层
与职工的纽带，更是职工的‘娘家
人’。”唐玉春笑道，大家心连心，就没
有解决不了的难题。

而作为女性，唐玉春也意识到女职
工权益的重要性。近年来，在唐玉春的
努力下，海矿公司不仅为女员工增加了

“两癌”筛查项目、开展女职工安康救
助、购买女性团体保险等，还将一年一
度的“三八节”晚会办成了“小春晚”，全
员参与，丰富着职工的娱乐生活。

怀着一腔真诚投身工会工作，唐
玉春在这个“不出彩”的岗位上，用自
己的坚持绽放出光彩。

（本报石碌6月10日电）

本报海口6月10日讯（记者叶
媛媛 通讯员许晶亮）6月10日下午，
海口市明昌塔重建项目主塔顺利封
顶，标志着海口在实施城市更新、修
复美舍河历史文脉、挖掘重现历史文
化遗存等方面工作上取得重大进
展。封顶之日，近60名群众自发地
来到明昌塔，点起电子烟花、礼炮庆
祝这一值得纪念的时刻。

据《琼山县志》记载，明朝万历
年间，琼州知府涂文奎、给事中许子
伟（海瑞的学生）为振兴海南文风，
在塔光村（现为塔光社区）、下窑村
（现为夏瑶村）一带募建明昌塔，于
1597年建成。该塔七层八角，塔高
34米，是明代琼北最高的宝塔，与当
时的五公祠遥遥相望，登塔便可举
目望海，被誉为“琼州第一塔”。

该塔建成后几经毁坏。1605
年琼州大地震给明昌塔带来巨大创
伤；1944年侵华日军强行拆塔，拆
到第四层，发现塔肚内蜷缩着两条
大蟒蛇，惊惧之余只好放弃，宝塔残
留半截；1958年“大跃进”中当地群
众拆塔取砖建猪舍致其完全损毁。
目前，明昌塔残骸遗迹仅存“观文成
化”和“臣许子伟稽首敬祝”两块残
碑，但相关历史材料和文学作品保
存较完好。

海口向来重视文脉修复工作。
近两年来，该市市区两级相关部门多

次召开座谈会，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
议，同时邀请设计研究院顾问、专家
实地调研指导。2018年12月，经海
口市委、市政府批准，明昌塔重建项
目顺利开工建设，成为海南自贸区第
二批集中开工的建设项目之一。

该重建项目选址位于海口市国
兴大道美舍河西岸小高地，距原址
约 200米-300 米的东西轴线上。
项目占地面积40.2亩，主要建筑包

括主体建筑明昌塔，附属建筑文昌
阁、先师殿、东西配殿、敬事亭、山
门。其中明昌塔形状呈八边形，采
用钢混结构，总高度为33米，符合
《海口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
2020）》《海口市“十三五”规划纲要》
《海口市城市更新行动纲要》以及美
舍河沿岸风貌管控要求。

项目建设以来，施工单位严格按
照海口市委、市政府关于把项目建成

百年大计工程的要求，加班加点赶工
期，在预定时间完成了主塔封顶建
设。与此同时，配套项目如先师殿、
文昌阁以及园林绿化项目目前也开
始建设。该项目在推进过程中获得
了周边村民的拥护和支持，大家无偿
捐赠了明昌塔原有文物12件，并积极
参与琼山区举办的对联征集和征文
活动。预计，该重建项目将于今年9
月底全部完工并对市民游客开放。

互动活动人气旺

本报万城6月10日电 （记者袁
宇 通讯员赖明宇）6月10日，海南日
报记者从万宁市旅文局获悉，今年端
午假期，万宁市共接待5.84万人次，同
比 增 长 6.2% ，实 现 旅 游 总 收 入
3779.61万元，同比增长8.87%。假期
内，万宁市文化旅游活动受到游客青
睐，汉服文化秀、端午民俗游戏、端午
亲子活动、东南亚风情表演、沙滩篝火
晚会等互动性活动人气火爆。

据悉，端午假期，万宁旅游市场以
自驾游、亲子游、家庭户外游为主，游
客们来到万宁体验滨海休闲与文化活
动等。其中日月湾、石梅湾等风景秀
丽的滨海旅游区吸引了大量游客，共
接待游客2.5万人次。

过夜游客占比逾四成

本报嘉积6月10日电（记者袁
宇）6月10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琼海
市旅文局获悉，端午节小长假期间，琼
海市共接待游客11.86万人次，实现
旅游收入5680万元，游客接待量和旅
游收入继续实现双增长。

今年端午节期间，琼海市在博鳌
镇举办了端阳旅游文化节，通过组织
开展赛龙舟等11项主题活动，吸引了
大量游客。

随着琼海市旅游服务基础设施和
城乡环境的不断完善，自驾自助游以
及乡村旅游仍是旅游热点。博鳌亚洲
论坛永久会址、白石岭、多河文化谷等
景区景点周边停车场呈现饱和状态，
大量省内外游客前来游玩。

数据显示，今年端午期间，琼海接
待过夜游客达到5.33万人次，占比达
到44%，这说明琼海正从“旅游通道”
向“旅游目的地”转变。

从事工会工作21年来，唐玉春处处为职工利益着想

公司的“铁娘子”职工的“娘家人”

海口明昌塔重建项目主塔封顶，预计9月底全部完工

再过3个多月，你就可一睹“琼州第一塔”风采
博览会迎客38万人次

本报那大6月10日电（记者周
月光 特约记者李珂 通讯员刘亚）6
月9日，为期5天的2019北部湾（海
南儋州）旅游美食博览会圆满落幕。
据组委会统计，本次展会，观展38.4
万人次，现场交易额1.037亿元，现场
签约金额5.8亿元，各项数据均创展
会历史新高。

本届博览会以“特色美食·魅力儋
州”为主题，邀请来自17个国家、12个
北部湾城市、13个岛内市县共近千家
企业携近万种商品参展。参展国家数
量、参展企业数量、参展商品种类均为
历届之最。

借助端午小长假，本届博览会人
气爆棚。端午三天小长假，儋州市共
接待游客 15.94 万人次，同比增长
45%，据分析，博览会吸引积聚大量游
客是一个重要因素。

儋州市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本
届博览会搭建了北部湾城市群交流合
作平台，充分展示各地区特色美食和
旅游资源，加快儋州融入北部湾城市
群一体化发展，助力海南国际旅游消
费中心建设。

本报五指山6月10日电（记者
李梦瑶 贾磊）“平时给博士上课的专
家，来给我们上课了！”5月31日，五
指山市番阳镇番阳五村村民罗海杰
往胳肢窝夹上一本笔记本，便匆匆往
镇上赶。

罗海杰所说的专家是中国烟草
总公司海南省公司海口雪茄研究所
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博士生导师刘
好宝。当天他在番阳镇政府会议室
上了一堂两小时的雪茄烟栽培技术
课，吸引60余户从事烟叶种植的农
户前来听课。

五指山市地理位置、气候、土壤

等条件与古巴优质雪茄原料产区极
为相似，是海南省内生产优质雪茄原
料的核心潜在区。2017年，相关企
业在番阳镇种植雪茄烟叶约200亩，
吸纳包括罗海杰在内的69户村民参
与种植。

尽管每亩高达1.8万元至2.5万
元的产值颇为可观，但烟农队伍年龄
结构老化、文化素质偏低、工艺技能
不熟悉的现状，依旧严重制约了当地
雪茄产业的稳定发展。“必须提高烟
农的职业技能，为推动雪茄产业发展
打牢基础。”一番思索后，种植基地负
责人宋云亮决定邀请海口雪茄研究

所的烟叶生产专家，为参与烟叶种植
的村民现场授课。

课堂上，刘好宝采取PPT课件、
现场互动等多种形式，从理论到实
践，用大量鲜活的案例，围绕“为什么
种植雪茄烟”“怎么种好雪茄烟”等话
题深入浅出地进行讲解。

“与高校学生不同，农民听课更
讲究实实在在的收获，得把理念掰开
来、揉碎了，课堂上才能留得住人。”
声情并茂的授课长达2小时，让刘好
宝颇为感动的是，底下的农民学员们
个个听得聚精会神。

50岁的种植工刘少荣只有初中

学历，时隔多年后的这次重返课堂，
他记了满满几页的笔记。“虽然之前
也接受了一些培训，但关于雪茄产业
的发展前景和种植技术还是有些懵
懵懂懂。今天专家详细给我们讲了
市场和技术，我们发展产业的信心一
下子也变足了。”对刚刚踏足烟叶种
植领域的刘少荣来说，这堂课就像一
场及时雨。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本次培训
共分3期，海口雪茄研究所的烟叶生
产专家将从多个方面对烟农进行详
细培训，提高烟农职业技能，促进当
地雪茄产业发展。

五指山市培养职业雪茄种植户

“博士生导师给我们农民上课”

盘点端午小长假

儋州

琼海

万宁

本报那大6月10日电（记者周
月光 通讯员罗凤灵）28人涉嫌犯罪
38起，涉及15个罪名。6月10日，海
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符
聪等28名被告人涉黑犯罪一案，引
发广泛社会关注。

公诉机关指控，2009年至2010
年，被告人符聪出资并纠集陈某闻、
符某彬等人，在临高县加来市场一
闲房开设赌场；2013年8月，符聪指

使陈某宏、陈某河等人，纠集近百人
持械聚集临高美台恒辉搅拌站，从
临城镇美梅村人手中夺得恒辉搅拌
站供料运输权。2015年 5月，符聪
出资在临高县美台开设鑫万达纸箱
厂，并与符某斐等人合伙分别在临
高加来等地设立纸箱营销中心，此
后，符聪授意符某斐等人通过打砸、
威胁、恐吓等非法手段，强迫各个辣
椒收购摊位购买、使用鑫万达纸箱
厂的纸箱，逐步垄断该地区瓜菜纸
箱销售市场。

为控制临高县临城镇头星村基

层政权组织，符聪指示陈某秀竞选村
委会主任，指使陈某闻通过宴请村
民、赠送香烟等方式贿买村民；为逼
迫陈某群退出竞选，威胁、恐吓陈某
群并打砸其房屋。2013年7月，头星
村委会换届选举投票时，符聪带领

“马仔”到投票点非法“监督”村民投
票，迫使部分村民违心投票。陈某秀
如愿当选头星村委会主任后，积极配
合符聪长期把持头星村委会、垄断土
地资源、强揽工程项目、违规分配集
体资产。

此次公开庭审，海南二中院派出

3名法官参加合议庭审理案件，海南
省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派出5名检
察官和3名检察官助理出庭公诉，23
名辩护人到庭辩护。公诉机关起诉
的罪名包括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
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聚众斗殴
罪，寻衅滋事罪，抢劫罪，敲诈勒索
罪，故意毁坏财物罪，开设赌场罪，强
迫交易罪，非法采矿罪，运输、贩卖毒
品罪，窝藏罪，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
等15个罪名。

由于该案涉案人员较多、案情复
杂，庭审时间预计将持续6天至9天。

临高符聪等人涉黑犯罪案公开审理

28人涉嫌15项罪名38起犯罪行为

为揽生意提高业绩

海口一汽车4S店店员
非法代办居住证获刑

本报海口6月10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
宋秋婷）近日，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对一起某汽
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4S店销售员非法代办居住
证案件开庭审理并宣判。

据了解，被告人王某系海口市南海大道某汽
车销售4S店的销售员，为达到提高销售业绩等目
的，王某为其客户，及接受他人请托，通过“李总”
（在逃）非法代办海口市居住证，并从中赚取利
润。被告人、另一4S店销售员吴某为了帮其两名
客户办理海口市居住证方便上车牌，便通过他人
请托王某非法办理了2张海口市居住证，并从中
赚取100元的利润。

2018年4月至5月期间，王某通过“李总”共
非法代办海口市居住证25张，并从中赚取2000
元的利润。

根据王某、吴某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悔罪
表现，依法可对被告人王某适用缓刑，依法可对被告
人吴某免除处罚。法院遂判决王某犯买卖身份证件
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5000
元；吴某犯买卖身份证件罪，免予刑事处罚。

审讯购买被窃手机的买家后

三亚警方顺藤摸瓜
破获多起盗窃案

本报三亚6月10日电（记者徐慧玲 通讯员
白瑛奇 李红）2部手机被盗，竟牵连出多起盗窃
案。海南日报记者6月10日从三亚市公安局获
悉，近日，三亚市公安局天涯分局通过在被窃手机
买家身上深挖，继而成功破获多起盗窃案。

原来，今年4月27日21时许，三亚天涯区红
塘湾北京城建海云府工地生活区内发生1起盗窃
案件，失主有2部手机被盗。6月7日，天涯分局
公安人员在商品街五巷成功抓获涉嫌购买其中一
部手机及涉及其他盗窃案的吕某恳。

经突审，吕某恳对其购买涉案手机的事实供
认不讳。经进一步讯问，公安人员查清了天涯区
华丽村王某和董某共同在海云府工地生活区实施
盗窃的事实，同时，吕某恳还交代其与同伙符某宇
在吉阳地区实施盗窃的案件。

6月7日17时许，公安人员在吉阳区河东路
某小区内将符某宇抓获。经审讯，吕某恳和符某
宇如实交代其在吉阳区阳光金融广场、中铁置业
广场、落笔洞等地实施入户盗窃、盗窃摩托车、盗
窃电动车等案件14起。

三亚市公安局天涯分局分别对吕某恳、符某
宇依法刑事拘留，并加大追捕王某和董某的工作
力度。目前，该局正对案件进一步深挖、核对、追
缴中。

一男子持刀连抢
两家便利店获刑

本报海口6月10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
王娇）男子沈某东凌晨持刀连抢两家24小时便利
店。近日，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
审判决，以抢劫罪判处沈某东有期徒刑6年2个
月，并处罚金5000元，责令沈某东退赔两家便利
店经济损失共人民币1430元。

2018年11月7日凌晨1时许，沈某东戴着鸭
舌帽、口罩进入海口市龙华区海德路某小区旁的
一便利店，手持匕首胁迫店员打开收银机，抢走收
银机内现金人民币530元。当日凌晨5时许，沈
某东流窜至海口市美兰区美苑路与海府一横路交
叉口的另一便利店，以同样的方法抢走收银机内
现金人民币900元。同年11月30日，沈某东在
海口市琼山区兴丹路某咖啡馆被民警抓获。

另查明，沈某东于2011年4月8日因犯盗窃
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于2012年8月30日
因犯聚众斗殴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3个月。

法院经审理认为，沈某东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采取胁迫方法抢劫他人财物2次，共计人民币
1430元，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沈某东曾因故意
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刑罚执行完毕以后，在5年
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系累
犯，应当从重处罚。据此，该院作出上述判决。

扫黑除恶进行时

鸟瞰封顶的“琼州第一塔”明昌塔重建项目。 本报记者 张茂 特约记者 龙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