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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全国战疫英雄最美婚礼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疫情发生以来，山东大众网记者吴
军林和梁雯付出了许多，也收获了许
多。生活中，他们是一对刚刚领证的新
人。工作中，他们是默契十足的搭档。

支援湖北抗疫期间，他们一人上
前线、一人守后方，合作交出了漂亮
的成绩单。自鄂归来后，吴军林期待
在三亚为自己心爱的姑娘披上婚纱，
再带她“看一看湛蓝的大海，吃一碗
地道的清补凉。”

支前

2月9日，大众网记者吴军林在工

作微信群里看到了征集记者随医疗
队赴鄂的消息，没有多想，他当即就
报了名：“1月份第一次征集时我就报
了名，但因为我当时人在老家，错过
了机会，这次我下定决心要去湖北。”

“去吧，这是个多好的历练机
会。”同为大众网记者，当时是吴军林
女朋友的梁雯也十分渴望赴鄂采访，
因此十分理解与支持他的决定。

在湖北期间，高强度的工作、面
对未知病毒的恐惧，让吴军林失眠
了。“梁雯每天至少和我视频一次，通
过各种方式帮助我调节心情。”吴军
林感动地说道。

随队报道的工作任务重，而且往往
一项任务还没完成、另一项任务又来

了，于是这对情侣记者便应势开启了
“前方采访、后方写稿”的合作模式。吴
军林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自己有一次在
前方花了好几天时间采访了10多位

“90后”医护人员，整理了素材和录音
后，交给后方的梁雯打磨、写稿。

团聚

3月30日，在武汉待了整整52天
的吴军林接到了返程通知，次日出发。
通知下得急，吴军林采写完最后一篇报
道，开始收拾行李，忙完已是深夜。

想到马上就能与梁雯团聚，那一
晚，吴军林又一次失眠了。打开灯，吴
军林起身坐在桌前，一字一句地手写
了一封信，表达自己对梁雯的爱意与
感激。次日，在济南遥墙国际机场见
到前来执行采访任务的梁雯后，吴军

林偷偷将信塞到了梁雯手里。“当时
没好意思看，回家之后打开，一边看
一边忍不住哭了。”梁雯不好意思地
笑道。

4月9日是梁雯的生日，还在隔离
休整的吴军林瞒着她，悄悄订了一个蛋
糕，让蛋糕店送到梁雯住处。“不巧那天
下雨了，送货时间晚了一些，但这却是
我吃过最好吃的蛋糕。”梁雯回忆道。

“我俩从来没分开过这么长时
间。”吴军林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自己
隔离结束后，他们俩总是找机会待在
一起，“待在一起就很开心，哪怕什么
都不做，也很好。”

期待

5月20日，吴军林和梁雯领了结
婚证。在那个特别的日子里，两人没

有忘记记者的身份，领证的同时一并
录下了现场视频，为网友介绍当天民
政局办理结婚登记的情况和领证流
程。“人家领证都很从容，我俩却一边
填表格、一边拍视频，手忙脚乱。”说
到这里，吴军林忍不住笑出了声。

得知三亚举办全国战疫英雄最美
婚礼的消息后，吴军林和梁雯很快报
了名：“其实婚礼本身是一件个人的事
情，但在疫情的背景下，能够和全国其
他99对参加抗疫的新人们一起办一场
婚礼，实在太有纪念意义了。”

“我以前去过三亚一次，那里的
蓝天、白云、水果和好空气，还有热情
的人们，让我印象深刻。”吴军林坦
言，他十分喜欢三亚这座滨海城市，

“到三亚后，我计划带她去蜈支洲岛，
还要和她去吃好吃的清补凉。”

（本报海口6月1日讯）

山东大众网记者吴军林和梁雯前后方配合做好援鄂报道工作，将来三亚参加集体婚礼

抗疫情侣档 天涯定终身

本报海口6月1日讯（记者计思
佳 郭萃）今年海口市龙华区将新建6
所公办幼儿园，海口市秀英区新建、改
扩建的5所公办幼儿园将于今年秋季
学期开园招生。预计两个区今年秋季
学期将新增学位4320个。

龙华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为进一步提高公办幼儿园占比，提高
公办幼儿园覆盖率，该区今年将建设
6所公办幼儿园，预计建成开园后可
提供学位2160个。目前6所新幼儿
园的建设工作正加快推进，预计今年
下半年陆续完工。同时，为提升学前
教育供给质量，建设高素质的学前教
育管理队伍，该区将面向全国公开招
聘一批幼儿园园长。

另据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秀
英区教育局获悉，今年秋季学期秀
英区新建、改扩建的 5所公办幼儿
园将开园招生，预计新增学位2160
个。该区将尽快制定出台方案启动
教师招聘工作，为辖区各幼儿园提
供师资保障。

陈恒贵等人涉黑案
二审开庭审理
偷运活体禽畜，非法获利7400余万元

本报海口6月1日讯（记者金昌波 通讯员
侯俊杰）6月1日，陈恒贵等人涉黑案二审在海南
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33名上诉人到庭参
加庭审。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查明，自2014年4
月起，海南省停止输入省外活体肉用猪、牛、羊、禽
类等动物。被告人陈恒贵、黎伟、王恒敬共同成立
一个专门从事偷运活体禽畜入岛的组织，共有固
定成员55人，其中组织领导者3人，骨干成员3
人，积极参加者16人，一般参加者33人。该组织
打通了一条从广东徐闻红坎、北港码头至海南海
口麻余、东和码头的海上偷运通道，并网罗了一
批打手充当“地下执法队”，以暴力、威胁、恶意
举报等手段，对40名货主进行敲诈勒索，对其中
的35名货主进行强迫交易，基本控制琼州海峡
活体禽畜偷运行业，非法获利7400余万元人民
币，并用于维持组织的运行和发展。

该犯罪组织人数众多，层级分明，分工明确。
陈恒贵负责疏通关系，黎伟负责联系货主、安排成
员巡逻，王恒敬负责安排船只、对组织进行日常业
务管理。其他成员有的在广东徐闻调度船只、车
辆、过磅，有的在海口市新埠岛的东和、麻余等码
头接应，有的在海口市和周边市县巡逻，举报不通
过组织偷运的货主。为了加强组织管理，该组织
向成员发放工资、夜宵补助和过节费，看望、慰问
受伤的成员并发放慰问金，组织聚餐、娱乐以及提
供宿舍给部分成员集中居住，并购置车辆、钢管、
辣椒水、GPS定位器等工具用于实施违法犯罪活
动，其偷运行为被执法机关查处时，安排成员投案
顶包，并给予相应的经济补偿。有的组织成员因
私自偷运而被开除。

2019年12月31日，海口中院一审依法判处
该组织的领导者被告人陈恒贵、黎伟、王恒敬等3
人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寻衅滋事罪等
6项犯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四年、
二十二年、二十一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判
处其他组织成员有期徒刑十七年至一年十个月不
等的刑罚；判处充当该组织“保护伞”的海口市农
业局原副局长兼市畜牧兽医局原局长顾贫有期徒
刑十年，并处罚金60万元。一审判决后，陈恒贵
等35名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

庭审前，合议庭专门组织召开庭前会议，就案
件的部分程序性问题听取了部分上诉人及辩护人
的意见。庭审中，合议庭围绕本案的焦点问题充分
听取了各上诉人的辩解理由及各辩护人的辩护意
见，充分保障了各上诉人及其辩护人的诉讼权利。
鉴于涉案人数较多，案情重大，本案将择期宣判。

南航海南分公司乘务组
陪病患儿童过节

本报海口6月1日讯（记者王玉洁 通讯员邹
兰）5月30日，在海口市音乐交流协会、海南省儿童
医院、哈雷H.O.G海南分会、团省委等单位的指导
支持下，全国青年文明号、南航海南分公司“含笑”
乘务组来到海口市妇女儿童医院，陪伴病患儿童共
同迎接和庆祝属于他们的“六一”儿童节。

当天，南航海南分公司“含笑”乘务组表演了
舞蹈《你最重要》、歌曲《阳光总在风雨后》以及手
语《感恩的心》等节目，还为小朋友们送上小风扇、
儿童棒球帽、小猪泡泡机、无尘画板、儿童足球等
节日礼物。活动现场，小朋友们非常开心，主动参
与节目演出，展示才艺。

“动画片可以回放，但童年无法重来。”南航海
南分公司“含笑”乘务组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是
特殊的一年，她们想通过开展此类文化交流活动，
陪病患儿童度过一个快乐、难忘的“六一”儿童节。

龙华区：滨海中心幼儿园、金贸中
心幼儿园、博义幼儿园、金宇幼儿
园、高坡幼儿园、梧桐幼儿园

海口新建及改扩建
11所公办幼儿园
预计新增学位4320个

《方案》还规定，要逐步在海
口的居住区落实垃圾分类“定
时、定 点、定 类、定 员 ”管 理 制
度。“按照计划，我们每天将在各
小区开放 4个小时给居民集中投
放垃圾。按照大家平时投放垃圾
的习惯，主要安排在早上上班前
及下午吃完晚饭后两个时段。”
刘晓华说。

有记者问，这样的规定对平时
早出晚归的上班族似乎不太友好，
如果市民确需在4小时外丢垃圾该
怎么办？对此，刘晓华表示，在规定
的4小时外，有关部门会在各小区
开放误时分类投放点，尽量为市民
投放垃圾提供方便。“具体的操作方
法将征求市民意见。”

（本报海口6月1日讯）

海口回应垃圾分类热点问题

小区每天安排4小时集中投放垃圾
处罚标准
从今年10月1日起，相关单位、企业和个人违反规定投放垃
圾或未履行垃圾分类责任的，处罚标准如下：

日前，海口市政府常务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海口
市生活垃圾分类和减量两年
行动方案（2020-2021）》
（以下简称《方案》），明确自
2020年10月1日起，海口
全面开展强制垃圾分类工
作；2021年海口实现生活
垃圾分类全覆盖。

垃圾分类和每位市民
的生活息息相关。6月1日
下午，海口市园林和环境卫
生管理局召开新闻发布会，
对市民关注的垃圾分类标
准、如何配备垃圾分类督导
员、上班族如何适应定时定
点投放、不按规定进行垃圾
分类将受到何种处罚等热
点问题进行解答。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海口市园林环卫局固废科科长刘
晓华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方案》明
确了垃圾分类标准和要求，确定了“可
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含餐厨
废弃物、果蔬垃圾等）和其他垃圾”四
分类标准。单位区域和居住区域的生
活垃圾一般按上述标准分成四类，公
共场所的生活垃圾一般分为“可回收
物”“其他垃圾”两类。

“我们参考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与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去年
联合发布的《生活垃圾分类标志》
（GB/T19095－2019），制定了全市统
一的垃圾分类标准，将生活垃圾分为
四类，并明确了四种类别的定义和主
要品种，便于落地执行，改变了过去海
口采用的干垃圾、湿垃圾、有害垃圾、
其他垃圾的分类方法。”刘晓华说。

从外省推行垃圾分类的经验
来看，在推行垃圾分类的前期，在
小区配备垃圾分类督导员或志
愿者，可有效监督、引导居民正
确分类投放垃圾。

“我们将按照每300户配备
一名垃圾分类督导员的标准来
执行，小区规模小、未达到 300
户的，配一名垃圾分类督导员。
因为实行的是定时定点投放制
度，垃圾分类督导员一天只在规
定时间上岗，差不多4小时。”刘
晓华表示，海口各区可聘用保洁
员、保安等人员兼任垃圾分类督
导员，重点面向退休人员、党员、
环保爱好者招募志愿者，具体实
施办法由各区根据实际情况研
究制定。

不按规定分类投放垃圾将受到
怎样的处罚？对此，刘晓华表示，相
关部门将按照《海口市生活垃圾管
理办法》的规定进行处罚。其中，单
位违反相关规定，不按要求分类投
放、随意倾倒抛洒和堆放生活垃圾，
由城管部门责令停止该行为，限期
整改，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
款；个人违反相关规定的，同样限期
整改，可处200元以下罚款；小区等
生活住宅区的物业企业未按照规定
落实垃圾分类主体责任的，相关部
门限期整改，处200元以上2000元
以下罚款。

“试点阶段我们还是以宣传教
育为主，垃圾分类全面实行后，相
关职能部门将严格按照规定进行
执法。”刘晓华说。

本周海南岛西北半部地区将出现高温天气

最高可达40℃以上
本报海口6月1日讯（记者郭萃 通讯员吴

洁飞 吴春娃）海南日报记者6月1日上午从海南
省气象台了解到，预计本周全岛以晴间多云天气
为主，北半部午后局地有雷阵雨，南部局地有阵雨
或雷阵雨，西北半部地区将普遍出现35℃以上的
高温天气，其中，6月5日至7日部分乡镇最高气
温可达40℃以上。

6月1日至7日，受西南气流影响，全岛以晴
间多云天气为主，北半部午后局地有雷阵雨，南部
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西北半部地区
35～38℃，其中 6月 5日至 7日部分乡镇可达
40℃以上；最低气温中部地区23～26℃，其余地
区27～30℃。

5月31日，俯瞰海口市江东新区白驹大道(左)与江东大道二期交汇处。据白驹大道东延长线及
改造项目施工方相关负责人介绍，该项目将于6月底完工并通车。

据了解，白驹大道及东延长线是海口市中心连接江东新区CBD总部区的东西向交通干道。白
驹大道东延长线及改造项目起点位于白驹大道与琼山大道交汇处，终点位于江东新区起步区规划一
横路，全长约8.5公里。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江东新区
一主干道本月底通车

分类标准

人员配备
每300户配备一名垃圾分类督导员

小区规模小、未达到300户的

配一名垃圾分类督导员

定时投放
各小区每天开放4个小时

给居民集中投放垃圾

为方便早出晚归的上班族投放垃圾
同时在各小区设立误时分类投放点

主要安排在
早上上班前和下午吃完晚饭后

两个时段

单位 限期整改，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个人 限期整改，可处200元以下罚款

住宅区物业企业 限期整改，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分类标准
干湿分类

改为新版“四分类”

监督引导
每300户配

一名垃圾分类督导员

执法力度
单位未按规定

投放最高罚5万元

投放管理
小区每天安排

两个时段投放垃圾

秀英区：新海幼儿园、康安幼儿园、
时代幼儿园、金集幼儿园、东山镇
溪南幼儿园

新建和改扩建幼儿园名单

可回收物 有害垃圾 厨余垃圾 其他垃圾

制表/王凤龙

海南太古可口可乐举办
“六一”环保公益活动

本报海口6月1日讯（记者王黎刚）5月31
日，海口市名门广场欢声笑语不断。为倡导生态
环保理念，向广大家长儿童推广简约适度、绿色低
碳的生活方式，让海口的萌娃们度过一个快乐有
意义的“六一”儿童节，当天，海南太古可口可乐携
手海口市广播电视台《宝贝真棒》栏目组在名门广
场举办“六一”特别活动——“太古可口可乐绿色
家园由我守护”亲子环保体验活动。

在活动现场，众多家庭积极响应，在绿色条幅
上写下环保宣言，表示愿为建设绿色家园添一份
力，共同营造美好的生活环境。主办方设置了手
工制作环保购物袋、植物种植等精彩环节，吸引小
朋友们踊跃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