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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海举行渔民转产技能培训

渔民学新技能
转产休闲渔业

本报嘉积6月23日电（记者傅人意）6月23
日，琼海市休闲渔业发展专题讲座暨渔民转产技
能培训在琼海市潭门镇举行，300多名渔民在课
上专心致志地学习服务礼仪课程。此次培训以
提升渔民转产从事休闲渔业的基本素质为主，培
训内容包括服务礼仪、安全规范、应急救助、海钓
基础入门等，旨在通过专业讲师的现场传授，强
化渔民职业技能，充分调动渔民转产转业积极
性，引导渔民向休闲渔业发展。

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我省近50万
渔民面临转产转业，休闲渔业作为产业扶贫新型
业态，对于助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赢
脱贫攻坚战具有重要意义。休闲渔业是新兴产
业，是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方向。《海南省乡
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了建设10
个渔业风情小镇和30个美丽渔村的战略目标，将
给渔民转产转业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

海南省休闲渔业协会执行会长朱庞表示，为
解决渔业转型渔民转产的问题，我省近年来重点
探索休闲渔业的发展，目前沿海各市县正在积极
筹备进行休闲渔业试点。省休闲渔业协会将做
好行业政策研究、职业技能培训、咨询评估、品牌
营销、安全生产和服务质量监督等服务，响应省
委省政府号召，探索行业协会管理社会事业新机
制。“我们后续还将组织进行系列专项技能培训，
为我省培养出一批转产休闲渔业的渔民队伍。”

全国人大代表王书茂作为渔民代表上台发
言，号召渔民兄弟在海南自贸港建设中，以新的
面貌投身休闲渔业产业。

此次活动由琼海市政府主办，省农业农村厅、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培训中心指导，琼海市农业
农村局、海南省休闲渔业协会、潭门镇政府承办。

海南电力设备厂原法人代表、
厂长陈凌峰被提起公诉

本报讯（记者金昌波）海南日报记者从省检
察院获悉，近日，海南电力设备厂原法人代表、厂
长陈凌峰（正处级）涉嫌挪用公款罪、受贿罪、骗取
贷款罪，海南省电力设备有限公司（原海南电力设
备厂）涉嫌骗取贷款罪一案，由海口市美兰区人民
检察院向美兰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人
陈凌峰享有的诉讼权利，并依法讯问了被告人陈
凌峰，听取了其委托的辩护人的意见。美兰区人
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陈凌峰利用职务上
的便利，擅自决定将公款给他人使用，谋取私利，
情节严重；其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
他人谋取利益，数额巨大；被告单位海南电力设备
有限公司骗取银行贷款，情节特别严重，构成骗取
贷款罪，陈凌峰系该单位犯罪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其行为亦构成骗取贷款罪，依法应当以挪用公
款罪、受贿罪、骗取贷款罪追究陈凌峰刑事责任，
以骗取贷款罪追究海南电力设备有限公司的刑事
责任。

儋州市畜牧兽医局
原局长李昌充被提起公诉

本报讯（记者金昌波）海南日报记者从省检
察院获悉，日前，儋州市畜牧兽医局原局长李昌
充涉嫌受贿罪一案，由儋州市人民检察院向儋州
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
人李昌充享有的诉讼权利，并依法讯问了被告人
李昌充，听取了其委托的辩护人的意见。儋州市
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2007年至2017年，被告
人李昌充利用其担任儋州市动物检疫站原站长、
儋州市畜牧兽医局原副局长、局长的职务便利，
在工程项目、资金补贴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
非法收受他人钱款，数额巨大，应当以受贿罪追
究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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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名称
海南省儿童医院新建项目（一期）
长影海南生态文化产业园中国区
三亚海棠湾仁恒度假村项目（皇冠假日酒店）
三亚海棠湾亚特兰蒂斯水上乐园项目A区【海豚湾】

“三亚俄罗斯旅游度假城”项目一期第四标段
三亚市妇幼保健院整体搬迁（新址）建设项目
长秀片区（B区）A0201地块（多层住宅15-1~22-5#楼、商业办公1~4#楼和地下室）
天街华府S1地块6#楼
海口市美兰区公共文化馆、图书馆、档案馆项目
海南清水湾滨海旅游度假区A09-3区演艺中心工程
千秋城市广场

“三亚金水湾”项目二期酒店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文昌学校项目一标段2#、5#楼工程
海南绿城蓝湾小镇海棠苑
琼海汽车客运中心站改建工程（琼海汽车客运中心站改建项目）
中国海南海花岛3#岛二（一）期373#、386#楼及地下室
洋浦中学图书馆和体育馆工程
鲁能三亚湾美丽五区（调整）项目—第三标段
海南西部中心医院二期项目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病房综合楼）
和风·家园E4002、E4003地块
清能·丽景湾一期建安工程（一标段-住宅2#楼）
中科院三亚深海所配套生活园区项目（5#、6#、7#、8#楼）
君和君泰二期A区第二标段
万宁市神州半岛C05地块项目二期（8-11栋，东区地下室）
紫荆学生公寓2号楼

“三亚金水湾”项目一期
华亚·海南万宁欢乐城
云南腾冲玛御谷温泉国际旅游度假区悦椿酒店二期项目（宋庆龄国际幼儿园及员工宿舍工程）
海南生态智慧新城新型城镇化建设项目--田园生态学校项目（A区）
五源河公寓二期(C、D地块)工程施工4标52#楼

建设单位
海南省妇幼保健院
长影（海南）文化旅游有限公司
三亚仁恒置业有限公司
海南亚特兰蒂斯商旅发展有限公司
三亚保力房地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三亚市妇幼保健院
海南英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中维地产海南有限公司
海口市美兰区民政局
海南雅居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澄迈县千秋置业开发有限公司
三亚美豪利酒店投资有限公司
文昌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海南绿城高地投资有限公司
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琼海分公司
儋州中润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洋浦经济开发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海南三亚湾新城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西部中心医院
海南发展控股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五指山清能置业有限公司
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南海研究站
三亚椰林书院海垦地产有限责任公司
中海仁信（万宁）房地产有限公司
海南大学
海南美豪利投资有限公司
万宁富通房地产有限公司
腾冲玛御谷润禾园置业有限公司
海南正光投资有限公司
海口投源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
海南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龙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舜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二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省华建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盛达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东阳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苏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盛达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第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第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省华建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联合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第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第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万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第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运城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华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珠江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第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
海南第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李 玮
王 勇
程 岗
陈立军
于有杰
高家驯
湛针新
汤永兴
黄生辉
黄世忠
王昌明
柳 絮
邓德满
葛万成
康学军
柳 波
杜 宇
符 若
严 敏
张海民
郑德庆
云 强
南海卫
陈道秀
吴健奋
王立衡
王少雄
吴 军
张红风
陈 伟

监理单位
海南君诚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泛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新世纪建设项目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同济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英泰克工程顾问（上海）有限公司
海南君诚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四川元丰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四川亿博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海南华桁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广东华迪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海南卓众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海南时利和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海南柏鑫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浙江江南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航达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广州市恒合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上海容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海南新世纪建设项目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海南丰邦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海南新世纪建设项目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佳安特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海南肯特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武汉华胜工程建设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康盛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海南新世纪建设项目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珠江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北京华兴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云南城市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海口百佳兴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广东鼎耀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参建单位
中商联合盛泰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龙信建设集团江苏机电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中建一局集团第一建筑有限公司

广州安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建设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受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委托，海南省建筑业协会开展的
2020年度海南省建设工程绿岛杯奖评选工作，经过初审、工程检查和
评选委员会评议等程序，业已结束。为体现“公开、公正、公平”原则，

现将评选委员会评议通过的30项工程向社会公示。自本公示发布之
日起7日内，如发现所公示的工程存在问题，请向以下单位反映：

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质安处 电话：65338732

海南省建筑业协会 电话：65399099 65334066（兼传真）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琼苑路省政府住宅南区24栋303室
邮编：570203

反映的内容应实事求是。以单位名义，应加盖公章；以个人名
义，应署明真实姓名和联系电话。

海南省建筑业协会 2020年6月24日

2020年度海南省建设工程绿岛杯奖评选结果公示

2020年度海南省建设工程绿岛杯奖入选项目名单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广告·热线：66810888

本报海口6月23日讯（记者赵
优）端午小长假即将到来，海南旅游市
场提前做足准备，蓄势待发。省旅游
协会日前发布的端午小长假旅游优惠
活动产品信息显示，全省各地景区景
点、酒店民宿、乡村旅游点等积极策划
系列精品活动，纷纷推出各类旅游优
惠产品。民俗游、亲子游、乡村游、高
端定制游等主题产品将进一步搅热我
省旅游市场，拉动旅游消费。

为弘扬我国传统民俗文化，让游
客切身感受端午民俗魅力，我省各大
景区景点结合自身特色推出一系列民

俗文化主题活动。海南热带野生动植
物园推出“海野端午‘粽’动员”活动，
园区根据动物们的不同口味和食谱特
性，制作不同口味的粽子形状饲料，于
端午节当天邀请游客朋友参与动物
喂食；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将开展

“‘粽’情端午，雨林DIY”活动，游客可
置身雨林亲手包粽子，趣意满满。

同时，各大景区继续瞄准亲子游
目标市场，打造亲子主题活动品牌。
三亚南山文化旅游区设计了端午节
亲子时光欢乐套票；三亚大小洞天旅
游区推出“浓情端午国学传承，端午

节大小洞天亲子时光记特别活动”，
打造亲近国学圣贤、亲子摄影打卡、
亲子畅游端午等特色体验项目；在海
口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园，父母可
带着孩子共同体验抓高山鸭、DIY益
智涂绘、采摘新鲜果蔬等亲子活动；
三亚水稻国家公园推出“亲子乐

‘稻’·‘龙’情端午”稻田趣玩活动，邀
请孩子们一同亲近田野。

此外，为进一步拉动岛内旅游消
费增长，“海南人游海南”系列优惠措
施仍在持续。天涯海角旅游区、海南
分界洲岛旅游区、南湾猴岛生态旅游

区均推出“海南人游海南”优惠活动。
现今游客在选择出行产品时，更

聚焦于“高品质”与“安心游”服务。
为满足客人高质量需求，全省多家酒
店推出了多样化高端定制产品。如
金茂三亚亚龙湾希尔顿大酒店设计
了“水桶王国奇遇记”三天两晚体验
项目，为家庭出行营造温馨氛围；琼
海东屿岛大酒店则推出玩转东屿岛
套餐，包含游玩博鳌亚洲论坛会址景
区、体验高尔夫练习场击球、双人户
外BBQ等产品。除此之外，海南君
华海逸酒店、海口鲁能希尔顿酒店、

三亚湾海居铂尔曼度假酒店等十多
家酒店纷纷推出各类高级海景房、海
居别墅、园景房、雅致房、贵宾房等住
宿福利套餐，提供优惠、贴心的“一站
式”高端定制服务，满足游客多元化
需求。

“我省旅游企业在落实各项疫
情防控工作要求的前提下，将继续
以丰富的旅游产品供给，迎接继‘五
一’客流小高峰之后下一阶段旅游
市场的恢复性增长，推动海南旅游
行业的全面复苏。”省旅游协会副秘
书长葛明明表示。

活动丰富 优惠不断 产品多样

我省旅游市场端出“端午大餐”

本报定城6月23日电（记者刘
梦晓 通讯员黄荣海）6月23日晚，
2020海南（定安）美食文化节——潮
定安·美食夜市在定安沿江公园举行
开街仪式，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
卡”，在品尝美食的同时参与各类互
动游戏，感受定安的文化魅力。23

日至26日，美食夜市将于每天16时
至23时举办美食狂欢活动。

定安粽子、冷泉阉鸡、跳舞牛肉、
椰冻奶酪、冷泉咖啡……夜市现场，
40余商家带着近百余种特色食品亮
相。除了为大家准备传统美味名吃
之外，活动主办方还给市民游客准备

了琼剧唱美食、模特秀美食、镇长说
美食、欢乐舞美食等丰富多样的节
目，打造集美食、表演、市集、互动于
一体的盛宴。此外，美食夜市的各个
档口也经过精心设计，年轻化的潮流
设计、工业化的霓虹灯架，展现出一
种独特的未来“食”光。

据悉，今年是海南（定安）端午美
食文化节举办的第11个年头，该活
动已逐步成为展现定安形象的窗口，
弘扬定安文化的载体，彰显定安魅力
的平台。潮定安·美食夜市则是美食
文化节的活动之一，由定安县委、县
政府主办。

美食夜市开街，集美食、表演、市集、互动于一体

“潮定安”掀起美食狂欢

■ 本报记者 良子

“戒毒康复人员能否顺利回归社
会，事关禁毒成果巩固的‘最后一公
里’。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海甸街道
禁毒办返聘人员符良玲，多年来投身
于戒毒康复人员的走访帮教、就业安
置、低保办理等工作，一方面为戒毒康
复人员回归正常生活四处奔走，一方
面用真情抚慰着他们敏感脆弱的心
灵，用爱点亮戒毒康复人员的回归
路”……6月23日，国家禁毒委在北
京召开全国禁毒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
个人表彰大会，当天新发社发布稿件

《不朽的丰碑——全国禁毒工作先进
集体和先进个人群像记》，这是其中对
符良玲的一段描述。

“我今天特别激动，在这次全国禁
毒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
上，我获得禁毒先进个人表彰，感到万
分荣幸。这是对我的鼓励和鞭策，今后
我会更加努力做好戒毒康复人员的帮
教工作，不负党和人民群众的期望。”符
良玲激动地对海南日报记者说。

符良玲今年51岁，是“妈妈训教
团”的志愿者。多年来，她一直坚持

“以情感化，用心帮扶，让浪子回头”。
在她的努力下，辖区戒毒帮教对象列

管率达100%，她也赢得了辖区内外
众多居民的尊重。

为了帮助更多的帮扶对象，多年
来，她一直是晚睡早起，每天清晨5时
许起床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拿起手
机，在微信群里逐个向帮扶对象道声
早安。简单吃过早饭，她倒4班公交
车从西海岸来到海甸岛，到达海甸街
道办事处时已是早晨7时许。每天都
有帮扶对象找符良玲，她那间小小的
办公室经常挤满了人，但她始终从容
淡定，先给来访者端上茶水，全程面带
微笑，一一解决他们的诉求。

人们常说“禁毒是世上第一难”。

因为帮教一个吸毒对象成功脱毒需要
3年时间，期间要经过13次尿检合
格，这需要戒毒康复对象和帮教人员
坚忍不拔的毅力支撑。符良玲是如何
做到辖区戒毒帮教对象列管率达
100%？

“挽救吸毒人员没有诀窍，只有爱
心、决心、耐心、恒心。”符良玲说，吸毒
人员强制戒毒回来后，会跟社会有个
短暂的脱节，这个时期尤为关键，“因
为很多不法分子就趁这个关口跟他们
联系，先给他们‘吃糖’，取得信任后，
继而诱惑他们重走老路。”

在海南日报记者与符良玲对话

时，她的手机一直响个不停，打电话的
大部分是寻求她帮助的社区戒毒人
员。“我要做的就是跟这些不法分子抢
时间、争民心，让戒毒人员明白党和政
府一直在关心着他们，从来没有放弃
他们。”符良玲说，她随时带着充满电
的两部手机，全天开机，生怕漏掉一个
帮扶对象的求助。

在这场阳光与阴霾的较量中，符
良玲迎难而上，用爱心、决心、耐心、恒
心，为戒毒康复人员铺就“回归路”，永
远把繁忙留给自己，把温暖和希望带
给别人。

（本报海口6月23日讯）

“全国禁毒先进个人”符良玲——

用爱点亮戒毒康复人员回归路

民俗大典+音乐之夜
海口推出
端午主题创意活动

本报海口6月23日讯 （记者
邓海宁 通讯员熊丽）6月23日，海
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
电体育局获悉，今年端午小长假期
间，该局将推出两场以端午为主题
的创意活动和以“山海相依‘粽’情
海口”为主题的6条旅游精品线路，
引导各涉旅企业开展端午假日旅游
促销活动，让市民游客欢度假期。

据了解，端午节当天，海口市旅
文局将在海口火山口、假日海滩两
处旅游地标性景区举办“海口端午
火山‘送福’民俗大典”及“夏日海岛
音乐之夜”两场端午主题的创意活
动，以“民俗送福+酷炫音乐”的新
方式刺激旅游消费。

届时举办的民俗大典不仅将充
分展现火山地区的传统文化，现场
还有舞龙点睛、古筝演奏、诗词朗诵
等节目，市民游客参加完大典后，晚
间可到假日海滩体验时尚、炫酷的
夏日海岛音乐之夜，感受活力海口
夜生活魅力。两场活动均将通过抖
音进行直播。

据悉，海口其他主要景区景点
也纷纷推出了以端午为主题的精
彩活动。在长影环球100奇幻乐
园，市民游客可以参加打柴舞入园
秀、水上许愿灯、龙水泡泡大巡游
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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