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海口6月22日讯（记者郭
萃 通讯员林俊汝 翁小芳）海南日报记
者6月22日上午从省气象台了解到，预
计本周全岛晴热少雨，西北半部地区将
持续大范围37℃以上高温天气。此外，

端午节期间，海南岛白天天气炎热，市
民游客假期出游应注意防暑降温。

此外，省气象台预计，今年端午
节期间（6月25日至27日），受西南
气流影响，海南岛以晴间多云天气为

主，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
西北半部地区36～39℃，部分乡镇
可达40℃以上，东南半部地区32～
35℃，局地可达37℃；最低气温沿海
地区27～30℃，内陆地区24～27℃。

海洋方面：预计6月25日至27
日，我省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南部
沿岸海面早晨前后有阵雨，琼州海峡
下午局部海域有雷阵雨，风力4～5
级，有雷雨时阵风7级。

省气象部门提醒，端午假期海南岛
白天天气炎热，西北半部地区将出现大
范围高温天气，市民游客参加户外活动
应注意防晒，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雷
雨时段市民游客要注意防御雷电灾害。

端午节期间海南岛白天炎热
西北半部地区将持续大范围37℃以上高温天气

本报海口6月22日讯 （记者
邵长春 通讯员符转）海南日报记
者6月22日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
段了解到，为满足端午节期间旅客
出行需求，海南环岛高铁动态调整
运力，将在端午节期间加开多对列
车。具体时间车次信息如下。

本报定城6月22日电（记者刘
梦晓 通讯员吴小灵）6月21日，定安
文笔峰景区举办端午节特色活动，来
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在文笔峰上古色
古香的建筑群里品定安粽子，听琼
剧、写书信，感受传统文化之美。

活动现场，主办方工作人员穿着
汉服，游客或购物、游玩，或用毛笔写
信寄给远方的亲人朋友。在戏馆，主
办方设置了搓香品香互动环节，让游

客们参与进来。
定安是琼剧之乡。定安琼剧团

的演员们在活动现场表演琼剧，吸引
了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聆听欣赏。活
动现场，各式各样的本土特色小吃琳
琅满目，游客们愉快地品尝糕粑等本
地美食。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定安县委、
县政府主办，为2020年海南（定安）
端午美食文化节的活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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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6期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播出

分享东方环境整治
工作经验

本报海口6月22日讯（记者陈
蔚林 实习生李梦楠）6月22日晚播
出的第186期海南省脱贫致富电视夜
校邀请东方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桑利
伟，和大家分享东方市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工作的经验。

节目现场，桑利伟介绍，东方主要
通过建立农村垃圾收集转运处理体
系、探索污水治理的有效模式、清理畜
禽粪污及农业生产废弃物、推动农村
改厕等做法，持续抓好村庄清洁集中
大整治工作，全面提升农村人居环境。

海口下月举行小学学业质量监测考试

设置发热备用考场
本报海口6月22日讯 （记者计思佳）海南

日报记者从海口教育部门获悉，2020年海口市
小学学业质量监测考试将于7月12日举行，全
市约有3万余名考生，今年海口小学学业质量监
测考试采用答题卡答题方式。考试科目为语文、
数学、英语三科，单科考试总分为100分，英语科
含听力测试。

据悉，本次小学学业质量监测考试采取笔试
闭卷的考试形式。7月12日当天，8：30-10：10
为语文科目考试时间，10：30-11：30为英语（含
听力）科目考试时间，15：00-16：30为数学科目
考试时间，16：35-16：50为学生问卷时间。海口
市教育研究培训院相关负责人表示，设置学生问
卷这一环节，主要是为了了解和分析影响考生学
业成绩的因素，为教育决策、改进教学、开展教研
提供科学依据。

此外，根据《中小学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
指南》要求，海口各考区将严格实施考点封闭式管
理，进入考点人员须测量体温，有发热、咳嗽等症
状者一律不得进入考点。各考点必须安排发热备
用考场，如发现有发热症状的考生，要安排到发热
备用考场参加考试。考试区域设置警戒线和警戒
标识，除考生和与考试相关人员外，其他人员一律
不得进入考试区域。

本报那大6月22日电（记者林
书喜 特约记者李珂 通讯员韦雪梅）
自今年3月底以来，儋州市先后从松
涛水库、南茶水库调水800多万立方
米，灌溉4.85万亩农田，缓解东成、中
和、新州等镇旱情，力争把干旱对农
业生产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这是
海南日报记者6月22日从儋州市有
关部门获悉的。

今年以来，儋州地区持续少雨，

局部地区出现旱情，影响各类农作
物生长。儋州市有关部门多举措抗
旱，积极调度水源，从3月底开始，当
地水务、农业等部门负责人多次到
王五镇春江水库、木棠镇、峨蔓镇等
地调研旱情。针对多座水库水位低
于放水涵底板，无法放水灌溉农田
的问题，儋州有关部门主动与省水
利灌区管理局松涛灌区管理分局会
商，调度松涛水库水432万立方米，

补充到西干灌区、春江水库灌区、天
角潭灌区。从南茶水库3次调水共
408万立方米，经南茶河至雅拉河向
天角潭灌区补水，加大天角潭灌区
的供水量，有效缓解东成、中和、新
州等镇的旱情。

此外，儋州有关部门还筹措资
金，修复天角潭灌区西岸干渠养马
渡槽出口、五敛头桥段损毁渠道等
水毁工程7处，发动群众采取提水灌

溉、轮灌等多种措施，助力解决王
五、中和、海头、光村等镇共3.7万亩
农田缺水的问题。同时加大松林岭
水库分干渠供水，共派出护水人员
126人次、16辆车次开展轮灌作业，
确保松林岭灌区4.6万亩农田灌溉
用水。并指导农户采用滴灌技术，
节约用水、科学用水，确保灌区末端
的雅星镇、海头镇的香蕉等高效农
作物灌溉用水。

儋州调水800多万立方米保障农业生产

4.85万亩农田喝上“增收水”

■ 本报记者 郭萃

“我家办了两张预付卡，一共花
了5000多元，卡上注明3年内有效，
现在还不到一年，健身房就关门了。”
海口市民冯女士说，去年4月，她在海
口市滨海大道洛杉矶城“潮庭健身”
健身房购买了健身卡。今年这家健
身房迟迟不开门。冯女士查看发现，
该健身房出入口张贴了多张告示，其
中有物业张贴的“终止双方签订的租
赁合同”的告示。

近年来，预付式消费在餐饮、美
容美发、汽车、健身等服务行业兴起，
一部分消费者办了预付卡后发现商
家“跑路”，不知该如何维权。市民办
理预付卡，一般可以享受一定的价格
优惠，用起来也较为便利，但存在的
风险也不容忽视。

如何降低预付式消费的风险，律师
建议消费者谨慎办理预付卡，如确定要
办卡应同时保留其他证据以便维权。

商家频“跑路”
消费者维权难

“我们的钱还能要回来吗？”在听

说洛杉矶城“潮庭健身”健身房经营
者“跑路”的消息后，许多该健身房的
会员在维权微信群里发出了这样的
信息。从3月份该健身房关门至今，
海口市民王先生四处奔走试图追回
预付卡内的剩余资金。但两个月过
去了，仍没有结果。

与王先生有着同样经历的还有
市民姚女士，她先后在海口日月广场
的一家美容美发店充值会员卡总金
额超10万元，其中多个消费项目仍
在有效期内，但3月份当姚女士准备
去消费时发现，这家店已关门。“我们
这些会员建了一个维权群，初步统
计，300多名会员共130多万元充值
款需要追回。”姚女士说。

去年以来，类似的健身房、美容
美发店关门事件在海口频频发生，不
少消费者谈“卡”色变。

“不办卡的单次消费价格远高于
办卡后的价格，办了卡每次去消费刷
卡就可以了，比较方便。”姚女士告诉
海南日报记者，商家将会员卡划分为
多个等级，一次性充值越多，商家承
诺的优惠越多。这对消费者而言，很
有吸引力。

消费者享受优惠和便利的同时，
预付卡市场也存在“霸王条款”“办卡
易、退钱难”等问题，易产生消费纠

纷。此外，有的商家提供的预付式消
费合同不规范，消费者知情权难以得
到保障。

海南日报记者梳理发现，海口预
付卡投诉案件中，消费者反映的问题
主要集中在虚假宣传、变相涨价、霸
王条款、突然关门消失、单方面终止
服务等方面。

办卡有风险
监管存漏洞

“维权太难了！”王先生感慨地
说。海南日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各
类预付式消费乱象丛生。

“法律法规不完善、监管有盲区
是造成预付式消费投诉多发的主
要原因，不管什么规模的企业，有
没有发卡资质都在发卡。”业内人
士表示，在处理预付式消费纠纷的
过程中，相关监管部门的职能存在
一定的交叉，加之对预付卡管理缺
乏相应的依据和标准，消费者一般
很难维权。

王先生在维权的过程中就遇
到了这样的情况。海口市市场监
管局表示，单用途商业预付卡不
在其监管范围之内，建议消费者
向商务部门反映，但该局会依托

12345 平台的消费者投诉举报线
索，对群众投诉多的商家进行重
点监管。

2018 年 5 月，省商务厅出台了
《关于规范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使
用的通告》（以下简称通告），对发放
预付卡的企业进行规范管理。通告
要求，各预付卡发放企业应办理备
案，终止单用途商业预付卡业务时，
应至少提前30日以公示等形式告知
消费者。

“在实际监管中仍存在困难，如
果商家没有‘跑路’，我们可以对其
进行处罚，但现在消费者投诉时基
本上商家都已经‘跑路’了，这就涉
嫌诈骗犯罪，商务执法部门无法处
理。”海口市商务局政策法规科副科
长赵军介绍。

此外，根据商务部出台的《单用
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预付卡
监管对象仅限于从事零售业、住宿
和餐饮业、居民服务业的企业法
人，不包括教育、旅游、健身类企业
和个体工商户，近年来较为常见的
健身房经营者“跑路”现象，商务部
门也没办法监管，应由旅文部门监
管。赵军表示，如果涉及金额大，
消费者可向警方报案，收集证据走
司法程序解决。

律师建议：
办预付卡应注意“留痕”

海南阳光岛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剑
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发现商
家“跑路”后，大多数消费者会因为怕麻
烦、诉讼及公告费用高而选择放弃维
权。消费者在办理预付卡时要做到合
同内容留痕，尽可能以纸面合同、微信、
电邮等方式留存合同内容，认真了解卡
的适用范围、期限、功能、退卡条件，并
索要发票，以便出现纠纷时进行维权。

此外，陈剑建议，消费者办理预
付卡要谨慎，不应贪图高折扣或轻信
商家的宣传推广承诺，如果确需办理
预付卡，应尽量降低预付额度。

陈剑认为，解决预付式消费问题，
需要主管部门、商户、消费者三方共同努
力。强化对预付卡发放企业的管理是规
范预付卡市场的首要环节，加强预付资
金管理是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重要手
段。相关部门应对辖区内的商铺及企业
进行摸底备案，为有效监管和执法做好
准备。“目前有一些企业经营者‘跑路’
后，借别人的名义摇身一变又成为股东，
针对这种现象相关部门应加强监管。”

（本报海口6月22日讯）

预付卡商家“跑路”如何维权？
律师为您来支招

百姓话题

乐东农副产品
上架中石化服务区

本报抱由6月22日电 （记者李艳玫 特约
记者林东）6月22日，中石化—乐东农副产品上
行推介战略合作启动仪式在乐东黎族自治县西
线高速公路中石化尖峰高速服务区举行，这标志
着乐东农副产品将通过中石化销售平台，销往全
国各地。

当天，在尖峰岭服务区上架的农副产品有乐
东火龙果、蜜瓜、菠萝蜜、红心木瓜、百香果、望楼
港海产品、尖峰红茶、蜂蜜等。尖峰岭服务区是乐
东农副产品上架的起点，今后乐东农副产品将陆
续在中石化所属的其他服务区上架，走出海南，走
向全国。

据了解，中国石化海南石油分公司是目前省
内最大的成品油批发零售企业，在海南拥有300
余座加油加气站（便利店）。“疫情发生以来，我们
开展了‘加油海南线上菜篮子’‘为湖北拼单’等公
益活动，此次与乐东牵手，公司将充分发挥销售网
络优势，推广乐东农副产品，促进农民增收。”中国
石化海南石油分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这次我们积极对接中国石化海南石油分公
司，让乐东农副产品出村进城更为便捷、顺畅、高
效，让广大农民享受发展带来的红利。”乐东县政
府有关负责人表示。

我省羽球爱好者
齐聚昌江比拼球技

本报石碌6月22日电 （记者王黎刚）经过
两天的激烈角逐，第四届“海南广电杯”羽毛球
公开赛6月 21日下午在昌江文化宫羽毛球馆
结束。最终，海南亿凯建设羽毛球队以绝对实
力获得本届大赛冠军，并捧走3万元冠军奖金。

本届公开赛以“山海黎乡·纯美昌江-昌江安
全生产月”为主题，来自全省的32支代表队400
多名羽毛球爱好者参赛。本届公开赛赛制以混合
团体赛为主（包含混合双打、男子双打1、女子双
打、男子单打、男子双打2）。据介绍，该项赛事已
经成功举办3届，吸引了众多优秀队伍、优秀羽毛
球爱好者参加，已成为我省民间组织的最高规格
的羽毛球赛事。

本届公开赛也是常态化疫情防控背景下我
省举办的第一次大型民间赛事。主办方之一昌
江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给予了赛事大力支持。
海南亿凯建设羽毛球队队员林明辉说：“这次总
决赛在有空调的场馆进行，对运动员身体恢复有
很大的帮助，昌江有关部门在疫情防控方面做得
非常好，参赛选手进场都要测体温，观看比赛的
观众也都自觉佩戴口罩，给运动员提供了安全放
心的比赛环境。”

6月24日至25日
三亚至三亚（环岛）C7482/1次、C7484/3次、C7432/1次、C7404/3

次、C7410/09次、C7416/5次
6月24日至25日、6月27日

三亚至海口东C7354次，海口东至海口东C7479/80/79次、C7430/
29/30次，海口东至三亚C7353次

6月24日至27日
两对海南环岛高铁西段本线车，三亚至海口东C9102/1次、C9106/5

次，海口东至三亚C9104/3次、C9108/7次

海口报告1例境外输入性
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

本报海口6月22日讯 （记者马珂）省卫健
委发布：6月 22日，海口市报告 1例境外输入
性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该感染者为乘坐临
时任务航班回国的中国籍人员。由于海口事
先做好了充分准备，该感染者及同机乘客自入
境时起，即接受闭环健康管理，未与海南社会
其他方面有任何接触，目前均在接受集中隔离
医学观察。

该感染者相关信息如下：林某某，女，25
岁，中国籍，银行职员，国内住址：海口市琼山
区兴丹路7号书香门第小区。其于北京时间6
月 18日 23：40从英国伦敦乘坐临时航班直飞
海口，飞机上全程佩戴口罩。6月19日 11：00
抵达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海口海关在机场口岸
对其咽试子采样进行核酸检测，后由专车从美
兰机场直接转送至酒店集中隔离，乘车期间全
程佩戴口罩。6月20日凌晨其核酸检测结果为
新冠病毒核酸阴性、IgM抗体阴性、IgG抗体阳
性。随后，工作人员再次对其进行咽试子采样
检测，核酸检测结果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目
前其无发热、咳嗽等症状，已转至省人民医院隔
离治疗。

端午节期间环岛高铁将加开列车定安文笔峰景区举办端午特色活动

海口市琼山区：

“专业团队”
帮助社戒社康人员

6月22日，在海口市琼山区国兴
街道办，省琼山强制隔离戒毒所民警
邹升宏和社戒社康人员谈心，进行心
理辅导及就业指导。

当天，省琼山强制隔离戒毒所联
合国兴街道办成立国兴街道办社戒社
康指导站，将引入专业的社戒社康师
资队伍和禁毒社工力量，补齐社戒社
康工作短板，帮助更多的社戒社康人
员成功戒断毒瘾，顺利回归社会，最大
化降低复吸率，控增量、去存量，为提
高社戒社康工作质量发挥积极作用。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近日有出行计划的旅客出行前请关注铁路12306网站
及车站公告，第一时间掌握列车开行信息，合理安排出行

铁路部门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