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固定餐具
家庭成员固定
餐具，即每人
使 用 自 己 的
碗 、筷 子 、勺
子、水杯，从外
形、颜色上加
以区别

家长示范
儿童时期是培养
良好习惯的关键
时期，父母要为孩
子做榜样，养成使
用公筷公勺的好
习惯，并坚持下去

践行分餐
在每个菜盘、盆、
锅等盛食物的容
器上，放上公筷公
勺，每个人都用公
筷公勺来夹食物，
用自己的碗、筷子
和勺子吃饭

儿童喂养
鼓励孩子尽早独立进
食。对不能进食的婴
幼儿，家长或监护人要
用适当的方式感觉孩
子食物的温度，避免用
嘴尝试孩子食物、与孩
子公用餐具等

室内环境密闭，
容易造成病菌滋生
繁殖，增加人体感染
疾病的风险。

勤开窗通风可
有效减少室内致病
微生物和其他污染
物的含量，此外，阳
光中的紫外线还有
杀菌的作用

如何正确开窗通风？

每天早、中、晚均
应开窗通风，每次通风
时间不短于15分钟

寒冷季节开窗
通风要注意保暖，
避免受凉

海口综合保税区内

跨境电商注册企业已达221家

截至去年12月底
监管放行
跨境电商

2020年
海口海关所属马村港海关

网购保税进口申报清单 125.5万单 同比增长635.3%
总货值达5.26亿元 同比增长6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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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公安厅征集
临高洪流、杨璐团伙
违法犯罪线索

本报讯 （记者良子）近日，省公安厅直接
指挥澄迈县公安局对以洪流、杨璐为首的涉
黑涉恶犯罪团伙成员实施集中收网行动，现
已抓获洪流、杨璐、杨柯、杨希斌等 9 名犯罪
嫌疑人。

经查，该团伙长期盘踞在临高县临高角海豚
花园小区，通过有组织地实施职务侵占、寻衅滋
事、敲诈勒索、强迫交易等违法犯罪活动，牟取非
法利益，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社会治安秩序。

为了进一步深挖犯罪，彻底摧毁该犯罪团
伙，省公安厅向社会各界广泛征集该团伙违法
犯罪线索。

举报电话：赵警官（17389731119）、邓警官
（18751861631）、省 公 安 厅 扫 黑 办（0898—
68835278）。

来访举报地址：海南省澄迈县金江镇金马四
横东路9号澄迈县公安局四楼东403室。

举报材料邮寄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滨
涯路9号海南省公安厅扫黑办，邮编570311；海
南省澄迈县金江镇金马四横东路9号澄迈县公安
局四楼东403室，邮编571900。

防疫科普

本报海口1月14日讯（记者陈
雪怡 通讯员钟宇靖）海南日报记者从
1月14日召开的全省审计工作会议
上获悉，2020年全省共实施1079个
审计项目，促进增收节支13.3亿元、
建章立制92项。

2020年，全省各级审计机关扎实
开展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跟踪审
计、财政审计、自然资源资产审计、投
资审计、民生审计、经济责任审计、国
企审计等工作。

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跟踪审计
方面，紧盯《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
方案》确定的重点任务，开展自贸港建
设政策落实、省委省政府促进经济发
展超常规举措、“放管服”改革、省社会

管理信息化平台建设等审计，推动相
关部门出台配套制度12项、简政放权
5项，促进营商环境优化。开展疫情防
控和复工复产审计，促进及时规范分
配下拨资金5658万元、物资97万件，
加快农民工一次性交通补助和城乡社
区工作者补助等资金支出528.51万
元，推动相关部门建章立制39项。

财政审计方面，围绕中央过“紧日
子”要求、财政资金绩效、防范化解重
大风险隐患等方面，开展预算执行、重
点产业发展资金、新增财政资金直达
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地方政府债
券资金等审计，清理盘活乡镇财政沉
淀资金29.8亿元。指导省直42个部
门单位清理拆除闲置办公电话1922

部。推动财政资金加大统筹力度，真
正把钱用在刀刃上。

自然资源资产审计方面，结合领
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开展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热带雨林国家公
园、饮用水水源地等审计，揭示城乡污
水治理和垃圾处理设施建设滞后等问
题，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围填海处置
等重点任务落实，督促领导干部严格
履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

投资审计方面，省审计厅与省纪
委监委、省委巡视办共同开展全省重
大公共工程和土地出让项目跟踪监
督，对全省29个涉及投资金额660亿
元的工程项目开展审计，揭示因前期
准备不充分导致项目落地难等问题，

推动相关部门修订投资项目代管制管
理办法等制度7项。

民生审计方面，开展省委、省政府
为民办实事事项，“米袋子”和“菜篮
子”责任制落实、医保基金和保障性住
房、脱贫攻坚等民生审计，督促教育部
门提升学前教育“两个比例”，确保普惠
性民办幼儿园奖补资金发放精准到位；
推动省直有关部门修订涉农补贴发放
管理办法、完善保障性住房和公积金管
理公开制度，推动有关市县建立防止返
贫监测预警和动态帮扶机制。

经济责任审计方面，紧盯领导干部
权力运行和责任落实，对226个单位
275名领导干部开展经济责任审计。
深化市县党政主要领导同责同审和同

行业同系统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上
下联审，揭示领导干部不作为、慢作为、
乱作为等突出问题。建立领导干部履
职尽责审计提示制度，落实“三个区分
开来”重要要求，准确界定责任，客观公
正评价，促进干部廉洁用权、担当作为。

国企审计方面，开展8家省属国
企审计，揭示虚假招投标、违规转分
包、低价出租国有资产、投资合作效益
差等问题，督促国企及时清收和追回
拖欠款物，建立健全内控制度26项。

会议指出，2021年，全省审计机关
将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依法全面履行
审计监督职责，做好常态化“经济体检”，
推动中央和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部署
落地见效，全面服务保障自贸港建设。

去年全省共实施1079个审计项目
促进增收节支13.3亿元

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
与《华丽志》签约合作
助力消博会成为全球时尚舞台

本报海口1月14日讯（记者罗
霞）1月14日，时尚商业与财经媒体
《华丽志》和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进
行“云”签约，《华丽志》正式加盟中国
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以下简称消博
会）。双方将共同合作，助力消博会
成为全球时尚舞台，展现全球时尚与
创新。

海南国际经发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海南国际经发局将秉承“我们为
企业跑”的服务理念，为合作伙伴在
海南投资和开展业务提供一站式和
不间断的服务，共享海南自贸港建设
成果与红利。希望《华丽志》发挥行
业影响力，利用平台和优势，促进高
端时尚消费品品牌参加博览会，成为
消博会联结全球时尚创新的力量。

专题 值班主任：丁静 主编：陈奕霖 美编：孙发强

为贯彻落实金融知识纳入国民教育
体系工作，近日，工行定安支行走进定安
县第一小学，开展了金融知识进校园活
动。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工作人员用通俗
易懂、活泼生动的语言，在轻松愉快的课
堂氛围中帮助孩子们进一步了解金融知
识，并拿出实物现场教授孩子们如何辨别

假币，为孩子正确树立财富观和消费观。
在互动提问环节，孩子们踊跃回答问题，
走上讲台利用所学知识鉴别假币。

此次金融知识进校园活动取得了良
好的效果，通过学生搭建了一座向家庭、
社会传播金融知识的桥梁，帮助孩子们
建立起良好的理财习惯，把金融消费安

全知识以及人民币反假知识融汇于心，
受到在校师生的一致认可和欢迎。

据悉，工商银行将一以贯之地提升
自身服务品质，主动践行社会责任，为推
动金融知识的全面普及，推动全民金融
素养的提升积极贡献力量！

（文/图 工行定安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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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 1 月 14 日讯 （记者
周晓梦 通讯员张恒 李佳臣）1 月
13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海关获
悉，2020年海口海关所属马村港海
关共监管放行跨境电商网购保税
进口申报清单 125.5 万单、总货值
达 5.26 亿 元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635.3%、672.9%。

据了解，为支持跨境电商产业发

展，2020年海口海关所属马村港海
关积极推动“零跑动”网上申报、预约
通关、“随到随放、随到随验”、证书

“非接触”申领等一系列便利化措施
落地实施。“通过企业政策培训会、企
业需求座谈会等形式积极做好企业
注册备案、监管、税收等政策宣传工
作，特别是海关总署及海口海关帮扶
企业‘防疫情、稳外贸’相关措施，增

强企业获得感。”马村港海关相关负
责人说。

针对海南跨境电商业务发展实
际，该海关还制订了跨境电商企业注
册简明流程，并在企业注册环节实施

“一对一”精准服务；针对“双11”“双
12”等时间节点合理安排人员，提供

“7×24”小时通关服务，为企业销售
“保驾护航”。据统计，截至2020年

12月底，海口综合保税区内跨境电商
注册企业已达221家。

在支持跨境电商产业发展的同
时，马村港海关也采取了一系列有
效措施加强监管。制订跨境电商监
管业务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等，加强
日常巡查监管，防范监管风险；根据
国内外疫情发展情况不断调整完善
疫情防控方案，落细落实各项防控

措施，组织开展和参加新冠肺炎疫
情应急演练，提升疫情防控意识和
水平。

马村港海关相关负责人表示，下
一步，该关将结合海南省跨境电商产
业发展现状和企业实际需求，持续加
大工作力度，推动海南跨境电商产业
高速发展，助力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
心建设。

海口海关所属马村港海关积极推动“零跑动”网上申报等便利化措施落地

精准服务助通关 跨境电商加速跑
《2020年中国亲子游消费趋势报告》出炉

三亚海口入选
国内最受欢迎亲子游目的地

本报讯（记者赵优 李艳玫 实习生李文旭）
日前，携程基于亲子游客群的用户画像、消费习
惯、需求偏好等维度进行分析与解读，发布了
《2020年中国亲子游消费趋势报告》（以下简称
《报告》）。《报告》显示，海口、三亚均入选国内最受
欢迎亲子游目的地TOP10。

近年来，亲子游市场不断升温，亲子游产品和
目的地迅速增多，亲子游客群备受关注。《报告》指
出，受疫情影响，2020年中国家庭亲子游出游频
次由2019年的2.7次下降至2.4次，但较之于其他
主题旅行，亲子游品质提升更加明显。在2020年
亲子游成人客群中，“90后”父母正逐渐成为主
角，占比提升至32%，“80后”父母占比为41%，个
性鲜明的“90后”“80后”父母更愿意带娃出门放
飞自我。

在亲子游目的地选择中，上海、成都、重庆、北
京、广州、三亚、杭州、海口、南京、深圳入围
TOP10，知名亲子游目的地热度不减。

此外，品质酒店成为亲子游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2020年最受亲子游喜欢的酒店榜单中，
广州长隆熊猫酒店、三亚海棠湾仁恒皇冠假日
度假酒店、三亚·亚特兰蒂斯、上海迪士尼乐园
酒店、珠海长隆企鹅酒店、上海佘山世贸洲际酒
店（世贸深坑酒店）、珠海长隆横琴湾酒店、上
海海昌海洋公园度假酒店、恐龙人俱乐部酒店
（常州中华恐龙园官方店）、乌镇乌村酒店成功
入围。

万宁警方征集
陈光川、陈明育团伙
违法犯罪线索

本报万城1月14日电 （记者袁宇）1月 14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万宁市公安局获悉，该局近日
一举打掉以陈光川、陈明育等人为首的涉恶犯罪
团伙，现发动群众举报该团伙违法犯罪线索，敦促
在逃人员投案自首。

据悉，万宁市公安局近期开展集中收网行
动，打掉以陈光川、陈明育等人为首的涉恶犯罪
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陈光川、陈明育（绰号：

“阿苏”）、林先德（绰号：“大头”）、林东文（绰号：
“阿主”）、陈诗强（绰号：“眯眼强”）、朱德智（绰
号：“北坡二公”）、王健华（绰号：“妚弟”）、张承
洪等19人。

经查，以陈光川、陈明育为首的涉恶犯罪团
伙长期盘踞在万宁市万城镇东星村一带，涉嫌故
意伤害、寻衅滋事、敲诈勒索、非法采矿等多项
违法犯罪，扰乱当地营商环境，侵害人民群众切
身利益。

为进一步深挖犯罪线索，警方呼吁广大群众
和社会各界打消顾虑，与犯罪分子划清界限，积极
同违法犯罪作斗争，主动检举陈光川等人违法犯
罪线索。举报线索查实有效并经司法程序认定
的，公安机关将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奖励并对线索
举报人严格保密。同时敦促参与该团伙仍在逃的
违法犯罪嫌疑人尽快投案自首，公安机关将依法
从宽处理。

万宁市公安局在刑事侦查大队设立现场举
报、投案自首受理点，现场接受举报和涉案人员投
案自首。

为何要少去人群密集公共场所？
本报海口1月14日讯（记者马珂）省疾控中心提醒，公共场所人员多，流动量大，感染风险未知，且人与人之间难于保持1米距离，一

旦有病毒感染者，在没有有效防护的情况下，很容易造成人与人之间的传播，空气流动性差的公共场所病毒传播的风险更高。

家庭聚餐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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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浦保税港区

加快推进标准厂房
及海外仓项目

日前，在洋浦经济开发区保
税港区，投资约3.87亿元的保
税港区标准厂房及海外仓项目，
正在搭建钢结构，工程正在加快
推进中。

该项目预计在今年2月完
工，将为入驻洋浦的企业提供生
产经营场所，降低企业运营成
本。项目建成以后将助力洋浦
把保税港区“这壶水烧开”。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