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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岳同志逝世
海南省军区离休干部、原132师政治部

副主任钟岳同志（副师职待遇），因病于2019
年7月4日在解放军第九二八医院逝世，享
年94岁。

钟岳同志1925年 4月出生，海南东方
人，1941年4月参加革命，1942年4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历任战士、副班长、班长、政工
队员、支部书记、政治指导员、政治教导员、团
政治处保卫股长、县兵役局副政委、政委、政
治学院学员、县人武部政委、师政治部副主任
等职。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参加了琼崖纵队
抗击日寇的“小长征”战斗转移和反扫荡战
争；解放战争时期，先后参加了粉碎国民党反
动派围剿的岭口伏击战、琼东伏击战、山甫岭
突围战、海崖岭战斗和春季攻势行动等战
斗。1977年2月离休。荣获独立自由奖章、
三级解放勋章、独立功勋荣誉章和抗日战争
胜利70周年纪念章各1枚。

钟岳同志遗体送别，定于2019年7月6
日9时在海口市殡仪馆碧海厅举行。根据钟
岳同志生前遗愿和亲属意见，决定丧事从简，
不邀请外地生前好友来琼吊唁。

本报海口7月4日讯（记者陈卓
斌 特约记者韩小雨 实习生伍英姿）
省教育厅7月4日就今年暑期工作部
署印发通知，提出各中小学校要合理
布置暑假作业，统筹作业数量和作业
时间，鼓励布置活动性、实践性、探究
性作业，严禁布置要求家长完成或需
要家长代劳的作业。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根据校历

的安排，今年我省小学（幼儿园）和中
学分别将于7月6日、7月13日起放
暑假，中小学（幼儿园）下学期报名注
册时间为9月1日，正式上课时间为9
月2日。“暑假时间长，假期我们光带
孩子已经很辛苦，有时候还要完成学
校布置给家长的‘暑假作业’，更是疲
惫。”海口市某小学家长廖女士表示，
这一消息让广大中小学学生家长松了

一口气。
通知还明确，暑假期间，除布置作

业外，各地各校要根据当地实际，充分
利用体育馆、博物馆、文化馆等社会资
源，开展丰富多彩的暑期活动。各级
各类研学实践教育基地要开设暑假研
学实践课程，打造精品研学实践线路，
提供丰富多彩的研学实践教育活动。
此外，省教育厅鼓励中小学体育场馆、

图书馆（阅览室）、乡村学校少年宫暑
假定期向学生开放，同时要求各类青
少年校外活动场所统筹调配师资，尽
量多开设丰富多彩的兴趣班，满足中
小学生暑假生活需要。

省教育厅特别强调，各中小学
校一律不得利用暑假时间组织学生
进行集体补课、上新课，或以各种名
目举办辅导班等，同时要引导家长

不盲目给孩子报校外培训班，减轻
学生课外负担。各市县教育行政部
门要对校外培训机构假期开展的中
小学生学科类培训班严格进行审核
备案。一经发现有超标超前培训内
容的，要求培训机构立即整改，整改
不到位的直接取消培训班次，拒不
整改的依法依规进行处罚，直至吊
销办学许可证。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通讯员 王海洪

临高皇桐镇红专居委会抱堂村
村民王学途，在红专居是无人不知、无
人不晓的人物，为啥？因为王学途爱
牛成痴，像精心照顾大熊猫一样养牛，
是村里首屈一指的养牛行家。从
2017年9月至今，政府提供产业帮扶
资金扶持给他家的2头黄牛，不断产
仔，变成存栏6头黄牛，明年有望存栏
10头。这样的养牛成绩，在红专居无
人能比。

7月4日，红专居党支部副书记
王修武对海南日报记者说，当初政府
帮扶班子让贫困户结合自己的特长
和能力，自己提出想干什么，政府再

决定产业帮扶方向。王学途等5户
贫困户就提出想养黄牛，认为抱堂村
身在胶林深处，青草丰富适合养牛。

1974年出生的王学途，父母去
世得早，他是家中老大，有3个妹妹1
个弟弟。多年来他像老黄牛一样辛
苦地撑起这个家。弟弟妹妹相继成
家后，王学途一家4口人还是住在低
矮破旧的小瓦房里。2017年7月他
家被纳入贫困户，房子也被纳入D级
危房。

依靠橡胶和水稻种植、养牛的收
入，以及夫妻打杂工的报酬，2018年
12月，在政府危房改造资金扶持下，
王学途一家终于住上了新平房，并退
出贫困户序列。

脱了贫如何致富呢？养黄牛就
承载了王学途的致富梦想。

“看，那头黄牛养得多壮，肥溜

溜，这头牛值1.2万元哩。”看着王学
途从牛栏里牵出一只母牛来，红专居
工作人员王志刚脱口称赞道。

家中小院的墙上总是挂着1个
红袋子，里面放着1件雨衣，2卷放牛
绳和1瓶小矿泉水，这就是王学途每
天放牛的装备。王学途每天早上6
时多牵着牛儿出去，中午回来，下午
又牵着牛出去，晚上归来，风雨无
阻。只要没有其他事，他整天都陪伴
着他的黄牛。

问他觉不觉得养牛辛苦，王学途
微微一笑：“看着牛一天天变得健壮，
心里甜着呢。”

王学途虽然是第一次养牛，却很
快就成了养牛的行家。每天他都仔
细观察黄牛的情况，研究牛的习性，
只要黄牛有一点反常，他就能马上发
现，“牛鼻子不流汗、嘴巴不动就是生

病了，什么时候给牛配种也是学问。”
平时王学途还经常向当地或其他乡
镇养牛专业户讨教养殖经验。

王修武说，王学途养牛成了行
家，其他养牛户遇到问题，都爱找他
问。王学途也乐于助人，随叫随到。
很快，王学途养牛的精神和战果也激
励了抱堂村其他村民，村里已经有15
户村民养牛，牛存栏有30多头。

今年王学途开始尝试养蜂，他向
红专居的一位养蜂专业户讨教经验，
像养牛一样养蜂，功夫不负有心人，
他养一箱蜂产出蜂蜜 20 斤，收入
3000元。眼下王学途又制好了另一
个蜂箱，“家里的收入又能增加了。”
王学途乐呵呵地说。

在致富的道路上，王学途不愠
不躁，少说多干，一步一个脚印地
走下去。 （本报临城7月4日电）

临高抱堂村村民王学途养牛成行家，带动村民一起致富

贫困户成牛司令 2年不到就脱贫
临高脱贫之星

我省严禁布置要求家长完成或需要家长代劳的暑假作业

家长们再也不用做“家长作业”了

7月4日，在中国海南儋州第十届国际象棋
特级大师超霸战休赛日期间，组委会组织参赛棋
手和工作人员参观东坡书院，近距离感受儋州诗
词文化。图为棋手们在书院廊道上下棋。

文/本报记者 王黎刚
图/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羊文彪

海口市住建局发布公开信
物业有五类情况
业主可举报涉黑

本报海口 7月 4日讯 （记者张
期望）近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
住建局获悉，为进一步深化海口市
物业管理行业领域涉黑涉恶线索排
查，切实净化该市物业管理行业市
场环境，该局已发布公开信，鼓励全
市各类业主检举海口物业管理行业
领域各类黑恶势力性质违法犯罪活
动线索。

该公开信表示，全市各类业主发
现以下五类行为，可向海口市住建局
反映。这五类行为是：物业企业采用
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强揽管理项
目的；物业企业以非法手段强行进
驻或阻碍物业项目正常交接的；勾
结社会闲杂人员滋扰业主、扰乱小
区管理秩序、侵害业主合法利益、强
制收取或敲诈业主钱财的；强行指
定装修公司或使用装修材料的；物
业管理行业领域其他方面的涉黑涉
恶问题线索。

为畅通线索举报渠道，该局已
设立了举报电话、举报邮箱和通信
地址。对于举报材料和举报人信
息，该局将严格保密，依法保护举报
人的合法权益。联系电话：0898-
66158110、0890-68702879；电子邮
箱：zhujianju@haikou.gov.cn；通信
地址：海口市政府第二办公区十五号
楼南楼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邮
政编码：570312。

海口琼山区夏季攻坚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投入600多万元

本报海口7月4日讯（记者计思
佳 见习记者习霁鸿）7月4日，海南日
报记者从海口市琼山区环卫局获悉，
琼山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夏季攻坚战
已打响，琼山区政府统筹安排资金
600多万元，用于各镇环卫设施设备
购置、维修及开展人居环境专项整治
工作。

据悉，此次琼山区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夏季攻坚战的内容主要包括
五个方面，分别是对垃圾转运车辆
进行修整更新，提升农村生活垃圾
转运能力；更换破损垃圾桶，确保垃
圾不落地；开展农村人居环境大整
治；加强环卫检查监督，促进问题整
改；全面开展“三清”（清理农村生活
垃圾、清理农村生活污水、清理畜禽
粪污及农业生产废弃物）村庄清洁
行动。

关注海口城乡环境整治

本报营根7月4日电（记者良
子 通讯员盛茂城）7月2日晚，受台
风影响，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黎
母山镇腰子桥底下有4名学生被困
于突然暴涨的河水中。在当地警方
及消防救援部门2个多小时的努力
下，成功将4名学生救出。

当日19时 48分，当时正下着

暴雨，桥下水流湍急且水位不断上
涨，情况十分紧急。琼中公安局黎
母山派出所民警接到群众报警后立
即赶往现场，发现4名学生被困于
桥墩处，距离水平面约2米左右。

据了解，获救的4名学生平均
年龄13岁，均为黎母山学校七年级
学生。当天下午，他们相约到腰子

桥附近抓鱼，没想到天降大雨，上游
洪水导致水位快速上升，这4名学
生无奈爬上桥墩呼喊救命。

琼中公安局马上联系琼中消防
救援大队及黎母山镇政府人员到场
参与救援工作。经多部门共同协
作，被困的4名学生于当日22时10
分成功获救，现场无人员伤亡。

专题 值班主任：蔡潇 主编：蔡佳倩 美编：孙发强

为响应商务部发布的《2018国内网
络零售发展报告》中重点提及的“行业数
字化”与“布局中小城市”，日前，阿里本
地生活服务公司旗下口碑饿了么两大平
台加速服务海南商户、用户和骑手，进一
步完善海南“互联网+”消费生态体系。

据了解，露莎餐厅、东就鸭饭店、颜
知茶也、隆信餐饮等海南本土知名餐饮
消费品牌，纷纷上线口碑饿了么，积极拥
抱数字化升级带来的行业变革，也享受
到数字化下沉带来的行业红利。

上线外卖平台，让销量明显提升

露莎餐厅是一家老字号的港式茶餐
厅，在海口经营了30多年，是许多老海
口人记忆的见证。“饿了么不仅为露莎策
划了营销活动，还经常有专人来帮忙梳
理我们的外卖业务。”露莎餐厅董事长王

宽表示，目前，露莎餐厅在海口有7家品
牌连锁店，在和饿了么合作后，上线不到
2个月，月单量同比增长70%，目前所有
品牌店线上月售近7万单。“这样一个大
的互联网流量聚集地，也给了我们品牌
很好的展示机会，让更多海口的年轻人
知道我们这个老品牌。”

三亚的隆信餐饮也是当地知名的快
餐连锁品牌。创始人陈泽润透露，在和
饿了么合作后，上线不到半年时间，月单
量同比增长40%，目前隆信餐饮5家门
店线上月售近6000单。

“通过互联网平台，我们更期待的是
能够积累一批消费数据。”陈泽润说，“只
有通过大数据分析，才能得出菜单的设
计是否合理，菜品爆款有哪些，季节性消
费差异在哪，这些都是我们商家特别需
要了解的。”

此外，口碑也已经全面开放了智慧门

店技术，今年将在丽人、亲子、休闲娱乐、
健身等多场景改造100万家线下门店。

隆信餐饮与口碑的智慧门店改造计
划也在进行中。“智慧门店除了硬件上的
改造，更重要的是让商家通过数据运营
店铺，实现更精准的商品生产，从而降本
增效。未来线上线下的融合是趋势，让
商圈提供服务更智能，提升用户的体验，
是我们平台的重要价值。”口碑三亚地区
的相关负责人表示。

全链路数字化，让商家精准营销

在日前的亚洲美食节上，阿里本地
生活服务公司总裁王磊表示，“由口碑饿
了么所引领的餐饮行业全链路数字化赋
能体系已经成型。”

这套阿里巴巴商业操作系统“餐饮
版”，是饿了么和口碑共同串联而成的餐

饮业全套解决方案，完整地覆盖了从选
址、供应链到预定、排队、扫码点单、会
员、即时配送、支付、评价等环节。

在这套体系的生态赋能下，广大本
地生活商户可以同时获取来自口碑、饿
了么、天猫、淘宝、支付宝等多个超级商
业平台的开放入口，同时在会员运营、精
准营销等方面有更多合作。

海口一位经营烧烤店的陈先生兴奋
地表示，“我在淘宝卖家的论坛里跟电商
运营学了‘测图’，同样的菜品选用不同
的展示图片，看看什么样的照片更吸引
消费者。测试了一段时间，下单转化率
提升了7%左右。”

同时，这套数字化全链路正在向生
鲜、商超、亲子等多个行业输出——包
括大润发、家乐福、世纪联华、屈臣氏、
7-11在内的大批商超连锁上线口碑饿
了么，包括海口、三亚等全国200多个

城市用户可以通过口碑饿了么线上买
菜，让越来越多的市民享受“3公里幸福
生活圈”。

“近几个月，饿了么以低费率、数字
化升级服务本地商户，在海南的订单、市
场份额都在快速提升。6月份的单量相
比4月翻了一倍多，份额也大幅上涨。
越来越多的优质商家和饿了么一起通力
合作，业绩越来越好。看到合作商户生
意好，我们也很高兴。”饿了么海南地区
的业务负责人表示。

在接受采访时，王磊表示，本地生
活服务平台要做的是“授人以渔”，努力
把工具做好、把服务做好，成为数字化
的“源头活水”，通过互联网技术、大数
据技术、物联网技术等，更好地赋能商
家，帮助商户用数字化升级来赢取全新
的红利。

（本版策划、撰文/秋羽）

数字科技助力餐饮，赋能商家

口碑饿了么加速服务下沉 海南餐饮业享数字化红利

饿了么外卖骑手在送外卖中。
（图片来自口碑饿了么资料图）

乐在“棋”中

台风天4学生被困河中 琼中多部门成功救出

救援人员将被困河中的学生救出。

营运车驾驶员们注意了

年底前须完成
安全文明驾驶教育培训

本报海口7月4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罗
利明）海南日报记者7月4日从省道路运输局获
悉，全省近15万名道路营运客货车驾驶员要在今
年年底前完成安全文明驾驶教育培训。拒不参加
教育培训的驾驶员将被注销从业资格证，逾期不落
实培训教育的有关运输企业也将受到通报批评。

据悉，“海南省营运客车和货车驾驶员安全文
明驾驶教育培训系统”（手机APP或电脑版）为各
运输企业、驾驶员、车主免费提供网络远程学习教
育培训。

从今年9月开始，全省营运客货车驾驶员可
使用该系统培训并进行考核，或者参加由各市县
运管部门集中组织的培训并进行纸质闭卷考核。
考核时间30分钟，考核满分100分，成绩达到80
分及以上为合格。考核不合格的，可继续补考，直
至考核合格。具体的系统操作下载流程和培训安
排可咨询各市县运管部门和有关运输企业。

7月2日晚，救援人员给被困
学生送来牛奶等食物。

（本组图片均由琼中公安局供图）

救援人员给被困学生绑上绳子。

救援人员将被困学生吊回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