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月 21 日，昌江
黎族自治县农业农村
局利用伏季休渔期在
海尾镇近海海域举办
渔业安全生产事故应
急救援演练。演练旨
在增强渔民群众的应
急意识，提高渔业防灾
减灾和应急处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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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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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全国战疫英雄最美婚礼

本报三亚5月21日电（记者林
诗婷）发挥三亚浪漫资源优势，甜蜜
产业如何出新牌？海南日报记者5
月21日从三亚·亚特兰蒂斯获悉，该
度假区携手百合佳缘创新推出创意
婚旅产品，结合水世界、水族馆、C秀
剧场等浪漫资源，为新人情侣提供与
海洋生物创意互动婚拍、“沉浸式演
艺”创意求婚仪式、海底餐厅浪漫晚
餐等服务，进一步丰富婚庆旅游产品
供给，促进鹿城甜蜜产业加快发展。

连日来，此次新推婚旅产品的

首批体验者在三亚·亚特兰蒂斯感
受了融合婚拍、求婚、蜜月度假等多
样元素的浪漫之旅。其中，婚拍过
程中，新人情侣不仅能在泳池、草坪
等风光宜人的场地取景拍摄，还能
与海洋生物进行亲密互动，拍摄具
有琼岛海洋元素的创意婚纱照片。
同时，亚特兰蒂斯还为新人情侣打
造海底餐厅浪漫晚餐，可一边观赏
8.6万尾海洋生物畅游水下的景观，
一边品尝丰富美味的海鲜大餐，为
蜜月度假带来难忘回忆。

结合C秀剧场中爱情为主题的
剧情，亚特兰蒂斯还推出“演员演
艺+观众互动”产品，打造“沉浸式演
艺”创意求婚仪式，实现演出观看与
求婚仪式无缝衔接。5月20日晚，在
C秀演出华丽谢幕时，新人男嘉宾与
剧中全体演员一同出现在舞台中央，
由C秀演员邀请新人女嘉宾上台，在
全场观众和演员的见证下，接受男嘉
宾的“沉浸式演艺”求婚告白。

作为三亚旅游迈向3.0时代的重
要标志，三亚·亚特兰蒂斯度假区内

设有水底套房、海底餐厅、水族馆、海
豚小岛、水世界、泳池、沙滩椰林、海
边草坪等浪漫场景，近年来吸引了不
少新人情侣前来进行浪漫求婚、举办
婚礼、蜜月度假、婚纱旅拍等，海底浪
漫晚餐、海底求婚、水底蜜月套房、海
洋生物浪漫互动等“甜蜜产品”深受
欢迎，有力带动婚庆旅游高端消费。

值得一提的是，将于6月在三亚
举行的全国战疫英雄最美婚礼主会
场设于三亚·亚特兰蒂斯，该度假区
将免费为百对战疫英雄新人提供婚

礼场地、婚宴、婚房、水世界水族馆畅
玩体验等优质服务，打造特色婚庆旅
游品牌。“我们积极承担企业的社会
责任，希望通过发挥度假区婚庆旅游
资源优势，以实际行动向战疫一线工
作者献上‘最美城市礼物’。”海南亚
特兰蒂斯商旅发展有限公司总裁陆
志宏说，目前，亚特兰蒂斯正结合此
次婚礼主题策划创意浪漫活动，将为
远道而来的百对战疫英雄新人带来
惊喜，全面展示三亚丰富、优质的婚
庆旅游产品，传播鹿城浪漫文化。

为百对全国战疫英雄最美婚礼送上惊喜

三亚亚特兰蒂斯浪漫婚旅新意多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100对战疫新人一起结婚，那
场面多壮观啊！我们能成为其中一
对，真是太棒了！”5月21日，结束了
一天忙碌的工作后，常彩花终于空出
时间接受了海南日报记者的采访。

一说起全国战疫英雄最美婚礼，
常彩花难掩兴奋：“到时候，我还想跟
他一起去看看三亚的大海和沙滩，一
起潜水，一起去逛免税店！”

成立“花花全球后援会”
常彩花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

民医院感染性疾病科的一名医生，
2019年和男友王川领证结婚，因为
平日工作繁忙，两人的婚礼不得不一
拖再拖。小两口原本计划趁着春节
期间科室同事大多在岗时把婚礼办
了，没想到这时疫情暴发了。

“作为一名专科大夫，我要上前

线！”1月底，常彩花没跟丈夫商量，
就自作主张，报名援鄂。得知消息的
王川一言不发。“后来他告诉我，尽管
他当时很担心，但这是国家大事，我
们也得舍小家为大家。”说到这里，常
彩花更加觉得自己爱对了人，“他还
专门建了一个‘花花全球后援会’微
信群，家人们都在群里为我打气。”

2月6日，正在上班的常彩花接
到通知，当即启程赴鄂！通过电话告
知王川后，常彩花又投身到工作中。
下班回到家，常彩花惊呆了：行李已
被王川打包妥当，满满当当的行李箱
里装满了自己想到和没想到的用品。

2月9日，常彩花首次踏入武汉

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如果没有疫
情，这一天，本该是她出嫁的日子。
下班后，还未适应武汉作息的常彩花
打开手机，“花花全球后援会”里的消
息蹦了出来，“好好吃饭”“做好防
护”……“我当时特感动，暗自告诉自
己，每天下班后都要在群里报个平
安，叫他们放心。”常彩花说道。

“老婆，再嫁给我一次”
3月30日，新疆支援湖北医疗队

的最后一批158名队员平安回到新
疆，这其中，就有常彩花的身影。

落地后，有记者给常彩花看了一
段视频，那是王川专门录制的二次求

婚视频：“今天，你完成任务平安归
来，我打心底里为你开心，为你骄
傲。现在你回家了，我想对你说，老
婆，再嫁给我一次，我爱你！”

看着看着，常彩花泪如雨下。记者
告诉她，为了录好这段意义非凡的视
频，不善言辞的王川反复录了许多次，

“当时我就想对他说，谢谢你对我的体
谅和支持，等疫情结束我们就办婚礼！”

三亚是计划中的蜜月地
返回新疆后，两人的婚礼便被提

上了日程，“花花全球后援会”因此转
而成为婚礼筹备群。“婚礼本来初步
定在了8月份，但是有一天我婆婆突

然看到了三亚集体婚礼的消息，十分
支持我们报名。”常彩花笑道，“她觉
得机会难得，没跟我们商量就兴冲冲
地替我们报了名。”

至今，小两口还没有来过海南，
三亚本来也是他们计划中的蜜月
地。“要是没有疫情，我们2月就来三
亚度蜜月了，没能过来看看这个漂亮
的地方，那个时候还感到有点遗
憾。”常彩花满怀憧憬地告诉海南日
报记者：“现在三亚给了我们这样一
个机会，首先要感谢三亚市，这场百
对新人婚礼太有意义了，它弥补了我
们的遗憾，多好啊！”

（本报海口5月21日讯）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科医生常彩花：

“我想跟他一起看三亚的大海和沙滩”

5月20日我省无新增
无症状感染者病例

本报海口5月21日讯（记者马
珂）省卫健委发布：5月 20日 0-24
时，海南省报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
增确诊病例 0 例，新增重症病例 0
例，新增死亡病例0例，新增出院病
例0例。

截至5月20日24时，海南省累计
报告确诊病例169例，其中境外输入
1例。现住院病例1例（境外输入），死
亡病例6例，出院病例162例。追踪
到密切接触者6784人，已解除医学观
察6711人，尚有73人正在接受集中
医学观察。当日新增转为确诊0例，
当日新增无症状感染者0例。

海口打响村庄清洁行动战
本报海口5月21日讯（记者计思佳）5月21

日下午，海口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阶段性总结暨
村庄清洁行动春夏季战役部署会召开。会议通报
了“美丽乡村，我的家”评选活动结果，并对该市村
庄清洁行动春夏季战役进行部署。海南日报记者
从会上获悉，该市将创建3家畜禽标准化养殖
场。2020年底前，实现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
85%以上，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
达到95%以上。

海口于2019年7月至12月、2020年1月至3
月开展了两个阶段“美丽乡村，我的家”农村环境
卫生评选工作，活动引入第三方考核机构，最终评
选出1个“文明卫生区”，3个“文明卫生镇”，100
个“文明卫生村”，1000户“文明卫生户”。

海口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市各级各部
门要继续发挥好以评比促整治的积极作用，持续
深入开展“三清一改”。首先，要继续完善“户清
扫、村收集、镇转运、市区处理”的垃圾处理体
系。加强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治理，加大对建筑垃
圾乱堆的治理力度。扎实开展垃圾分类和资源
化利用示范点创建。积极完成美丽乡村垃圾分
类和资源化利用示范点创建任务。其次，积极开
展村内塘沟治理。将农村水环境治理纳入河湖
长制管理，加强生活污水源头减量和尾水回收利
用。再次，要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将沼气
建设和有机肥利用结合起来，加快畜禽粪污处理
利用设施改造升级，提高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
率。最后，要积极改变农民的不良卫生习惯，让
村庄清洁行动家喻户晓。

昌江长江村镇银行
首推“蕉农贷”
向香蕉种植行业团队授信5000万元

本报石碌5月21日电（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者
林朱辉）5月20日，在昌江黎族自治县十月田镇政
府，昌江长江村镇银行向十月田镇香蕉种植行业团
队授信5000万元。“有了长江村镇银行的授信，蕉
农可以贷到低息贷款，解决生产资金不足的难题。”
昌江十月田镇香蕉行业团队负责人陈世奇说。

十月田镇种植香蕉农户若要从长江村镇银行
授信的5000万元中贷款，需向十月田镇香蕉种植
行业团队提出“蕉农贷”申请，长江村镇银行接到
行业团队转来的贷款申请后，派人实地调查核实，
核实无误后即可放贷。这种授信放贷模式，是以
团队信用为纽带，提高小额贷款审批效率的创新
举措，审批时间将由半个月缩短到一个星期，满足
种植香蕉农户的资金需求。

十月田镇是农业大镇，种植香蕉2万亩，占全
县香蕉种植面积三分之二左右。因受疫情影响，
部分种植户生产资金出现缺口，影响了复产。在
做市场调查时，长江村镇银行根据香蕉种植户的
贷款需求，及时推出“蕉农贷”，实行普惠金融的优
惠利率，有效缓解了香蕉种植户的燃眉之急。

昌江长江村镇银行业务经理史政介绍，“蕉农
贷”主要服务有昌江农村户口的香蕉种植户，贷款
额度为10万元的，政府贴息90%，蕉农负担10%
利息。贷款超过10万元的部分，政府不再贴息。

开展“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椰直播、抖音、今日头条等媒体全面推送

白沙直播带“岗”数百人抢offer
本报牙叉5月21日电（记者曾

毓慧）截至5月21日，白沙黎族自治
县委组织部、县委人才发展局、县人
社局携手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
国都市报等多个省级融媒平台开展
的全球招聘高薪人才宣传推介活动
轰轰烈烈，从5月15日到21日的短
短6天时间里，已吸引了300多人报
名竞聘，活动总在线观看人数已近
15万人次。

白沙人社局局长郑群化身“引才

达人”，在南海网抖音号推介白沙求
才诚意，发布当天播放量已超过10
万。之后的直播带“岗”更是赶上“带
货”新潮，4位“新白沙人”讲述了各自
在白沙逐梦奋斗的故事，以及作为引
进人才在白沙享受到的一系列优惠
政策和便利措施。同时，白沙广撒英
雄帖，邀约更多有才之士加入白沙建
设大潮。白沙人才发展服务中心负
责人李业玉介绍，通过这次线上推介
会，在6天时间里就吸引了来自省内

外的300余人报名竞聘多个高薪岗
位,争抢offer（录用信）。

南国人力集团运营总监陈显蕃
分析认为，此次招聘通过新海南客
户端、南海网等省级主流媒体的“云
端”，采用直播搭配录播，以政策全
面解读、人才“现身说法”以及直播
带“岗”等灵活、多样的形式，能有效
扩大招聘活动的影响力和传播效
果，同时实实在在地助力了海南自
贸港建设的招才引智工作，这是一

种趋势，也是一种进步。
据统计，白沙人才线上推介直

播带“岗”在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
椰直播、抖音、今日头条等众多融
媒渠道全面推送助力下，截至5月
21 日，总在线观看人数已接近 15
万人次。此外，因直播带“岗”形式
新颖、效果显著，也得到了学习强
国海南平台的关注和转载，目前转
载报道此次活动的省内外媒体已
超20家。

本报海口5月21日讯（记者陈
雪怡）5 月 21 日，2020 年海南寻找

“最美快递员”推选活动在海口正式
启动。活动将深入挖掘宣传海南快
递行业感人事迹，评选出20名“最美
快递员”及10个“最美快递员”团队，
以促进全省邮政快递业从业人员不

断提高服务水平，为海南自贸港建设
贡献力量。

服务技能精湛，工作责任心强，
服务优质规范，未被消费者有正当
理由投诉；爱岗敬业、在平凡的岗位
上做出了不平凡事迹的个人及团队
（企业）……这些都是本次活动的评

选条件，也是“最美快递员”和团队
的获选标准。

5月22日9时至6月5日17时期
间，评选活动小组将对推荐候选人进
行资格审核，并组织考察。根据资格
审核和考察情况开展预审，通过社会
群众对候选人进行投票。南海网客户

端、微信公众号将制作推出2020年
“最美快递员”评选网络投票专题，开
通线上投票通道，为最终选出的“最美
快递员”提供网络人气票选依据。网
络票选投票结束后，评委会将对网络
票选出来的推荐人选进行评审。此次
评审实行百分制，网络投票占50%，

专家评审占50%。
本次活动由省邮政管理局、省总

工会指导，省教科文卫邮电工会、省快
递行业协会主办，南海网、南国都市报
承办。活动将采取团队（企业）、消费
者推荐与个人自荐相结合的方式，在
公开、公平、公正的基础上进行。

海南启动“最美快递员”推选
将评出20名快递员及10个快递员团队（企业）

我省试行财产性判项执行与
减刑假释衔接机制收到实效

两年执行到位2亿元
避免赢了官司输了钱

本报讯（记者金昌波 通讯员王颖）“执行难、
执行到位率低”是法院普遍面临的司法难题，而刑
事裁判财产性判项执行更是难题中的难题。海南
日报记者5月21日从省高院获悉，2018年以来，
我省法院大力推行财产性判项执行与减刑假释衔
接机制，截至2020年5月，全省法院财产性判项
执行到位金额2.01亿元，有力避免了“空判”现象

据悉，为破解财产性判项执行难题，省高院从
2018年4月起在海口中院试点推行财产性判项执
行与减刑假释衔接机制，即由负责办理减刑假释案
件的审判监督庭一体办理财产性判项执行案件，通
过审查服刑表现这一平台，促使服刑人员以实际行
动积极改造，实现执行财产和改造罪犯两促进，确
保刑事判决既判力，彰显司法权威和正义价值。

省高院相关负责人介绍，衔接机制试运行以
来，服刑人员在积极改造的前提下为争取减刑假
释主动履行财产义务已成为常态，因犯罪行为破
坏的社会关系得以修复，服刑人员再社会化进程
得以加速。截至2020年5月，试点法院审理的减
刑假释案件中，有 259名服刑人员主动履行财产
义务，履行金额1766万余元。

2019年起，省高院将试点法院的成功经验逐
步向全省推广。全省法院以职务犯罪、黑恶势力
犯罪案件的财产性判项执行作为重点突破领域，
不断加大执行工作力度，及时将罚没财产执行到
位上缴国库，“打财断血”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
壤。截至2020年5月，全省法院财产性判项执行
到位金额2.01亿元，同比增长32.3%，执行到位款
项上缴国库1.61亿元。

例如，2019年9月，因受贿罪被并处没收个人
财产20万元，责令退赔违法所得203万元的赵某，
主动履行了全部财产义务，服刑监狱将其履行情况
嵌入服刑人员“确有悔改表现”考核标准报请减刑。
审理法院及时将223万元涉案款项上缴国库，并依
法裁定减刑7个月。

省高院表示，当前，海南法院正逐步建立健全
刑事案件立案、审判、执行等部门之间的提醒防错
机制，通过财产前端查控、强化财产调查、判项明
确可执行等举措，有力延伸立、审、执一体化工作
触角，积极防范财产性判项“空判”问题，凝心聚力
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打造优质营商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