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31日上午，海口市中医院门诊大厅，一场义诊如期举行。前来求医
的患者络绎不绝，4名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的专家耐心为他们把脉问诊。据
了解，这4名专家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的海南籍专家，为支持海南自贸港建设，
回馈桑梓，应海口市中医院的邀请参加本次义诊。

图为广州中医药大学二级教授、主任中医师、博士生（博士后）导师符
林春在为患者把脉。 特约记者 吴文生 摄

名医
回乡义诊

油价

92号汽油 每升下调0.18元

95号汽油 每升下调0.2元

0号柴油 每升下调0.19元

海南油价今起下调

92号汽油每升下调0.18元
本报海口3月31日讯（记者傅人意）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官

网新闻发布中心3月31日公布的国内成品油价格调价信息，国内
汽、柴油价格（标准品）每吨分别降低225元和220元。省发展改革
委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调整我省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
自3月31日24时起执行。其中，92号汽油7.71元/升，每升下调
0.18元；95号汽油8.18元/升，每升下调0.2元；0号柴油6.31元/
升，每升下调0.19元。以油箱容量为50升的汽车为例，消费者加
一箱92号汽油可节省9元。

根据油气价格联动的有关规定，我省车用压缩天然气销售
价格从4.68元/立方米（等值换算为6.50元/公斤）下调为4.56
元/立方米（等值换算为6.34元/公斤）。

省市场监管局对椰树涉嫌
发布违法广告立案调查

本报海口3月31日讯（记者苏庆明 通讯员吴弦 夏方禹
娃 实习生范平昕）近日，省市场监管局依法对椰树集团海南椰
汁饮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椰树集团）发布涉嫌违法广告的行为
进行立案调查。

今年3月25日，椰树集团在其官方微博上发布含有“椰树
集团培养正副总经理学校再招生！！！专业不限，只要懂写作，入
学就有车、有房、有高薪、肯定有美女帅哥追”等内容的广告，引
发社会争议。省市场监管局迅速对椰树集团相关负责人进行行
政约谈。椰树集团发布的上述广告内容，违反了《广告法》的相
关规定，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省市场监管局已于近日依法对
椰树集团发布涉嫌违法广告的行为进行立案调查。

执法

海口马拉松将于4月11日开跑
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迷你马拉松3个项目

本报海口3月31日讯（记者习霁鸿）3月31日下午，2021海口
马拉松赛新闻发布会在海南迎宾馆举行。海南日报记者从会上获
悉，2021海口马拉松赛将于4月11日6时在海口日月广场开跑。

据了解，此次海口马拉松赛共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迷你
马拉松3个项目，总规模1.8万人，其中马拉松4000人、半程马
拉松6000人、迷你马拉松8000人，同时设置北部湾城市马拉松
邀请赛、海南跑团赛中赛、EMBA商学院邀请赛等赛中赛。

为了给选手们提供最好的赛道体验，让选手能够欣赏到海口
独特的城市风光，赛事组委会将起点设在日月广场，马拉松、半程
马拉松和迷你马拉松的终点分别设在海南国际会议展览中心、白
沙门公园和海南省博物馆，赛道沿线有海南省博物馆、白沙门公
园、万绿园等10余个景点。选手们奔跑在赛道上，既能欣赏到滨
海风光，又能领略到海口的人文魅力。

为了做好选手的防暑降温工作，赛事组委会将在赛道起点5
公里后每2公里设置一个补水/补给站和降温点，为选手提供纯净
水、运动饮料等常规补给，还提供菠萝蜜、蜜瓜等海南特色水果。

发布会现场，本届海口马拉松赛的参赛服、完赛奖牌也正式
亮相。记者了解到，赛事组委会还设置了2021海口马拉松赛线
上赛，并提供线下同款参赛服和奖牌。跑友可通过“第一赛道”
APP报名参加“2021海口马拉松线上赛”。

2021海口马拉松赛由中国田径协会技术认证，海南省旅游
和文化广电体育厅、海口市人民政府主办，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
电体育局、广东新中体育集团有限公司承办。

赛事

交通

我省集中整治校园周边交通秩序

将机动车交给未成年人驾驶
罚款2000元吊销驾驶证

本报海口3月31日讯（记者良子 特约记者周平虎）为规
范校园周边交通秩序，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决定于3月31日至4
月1日在全省范围内集中开展整治行动，采取异地用警、交叉执
法，严查中小学校园周边交通违法行为。

省交警总队明确，整治的重点车辆为摩托车、电动自行车，
重点违法行为包括未满16周岁驾驶电动自行车、未取得驾驶证
驾驶机动车、把机动车交给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人员驾驶、驾
驶摩托车时驾驶人未按规定戴安全头盔、驾驶摩托车载人超过
核定人数、驾驶电动自行车搭载人数超过1人等违法行为。

省交警总队明确，对中小学生驾驶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等交
通违法行为严肃处理，通知学生家长前来处理，责令家长、监护
人加强管教；向学生就读的学校通报，加大批评、教育、曝光力
度；将机动车交给中小学生（未成年人）驾驶的，罚款2000元、吊
销当事人机动车驾驶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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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资500万元，慰问困难职工、农民工、困难企业，给一线职工送温暖

筹资220万元，免费为3000名一线职工体检，组织一线职工、农民工参加疗休养活动

筹资230万元，对在档困难职工（农民工）进行精准化、常态化帮扶，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开展
“金秋助学”活动，圆困难职工和农民工子女上学梦

筹资 130万元，建设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开展夏季“送清凉”活动

筹资300万元，做好各级劳模慰问、疗休养和健康体检等服务管理工作，建立劳模和工匠人
才创新工作室

筹资300万元，开展劳动和技能竞赛“安康杯”知识竞赛。开展职业技能、创业就业能力提升培
训和农民工“求学圆梦”行动，培训职工2000人

筹资300万元，继续实施“互联网+工会”工程，对接“海南工会云APP”向职工提供会员普惠服务

筹资300万元，开展送文化、送教育系列服务职工活动和“工会杯”职工文体活动，丰富职工
精神文化生活

筹资8000万元，推进市、区、开发区（园区）职工服务阵地建设

筹资 1000万元，继续充实农民工欠薪周转金，完善农民工工资支付应急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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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3月31日讯（记者计思佳）3月30日，海口市总工会十六届二次全委（扩大）会议召开。海
南日报记者从会上获悉，2021年海口市总工会将为职工群众办好10件实事，其中包括“免费为3000名一
线职工体检”。

海口总工会：

今年将免费为3000名职工体检

呵护健康 你我同行

本报海口3月31日讯（记
者陈蔚林 通讯员刘晓惠 金浩
田）海南日报记者3月31日从
省教育厅获悉，为贯彻落实省
委、省政府关于关心公务员身
心健康的有关要求，该厅拟在
厅机关及其直属单位配备AED
自动除颤仪，为干部职工生命
安全增添一份保障。

据介绍，AED自动除颤仪
是一种便携式的医疗设备，可
以诊断特定的心律失常并且给
予电击除颤，是可被非专业人
员使用的用于抢救心脏骤停患

者的医疗设备。此前，全省高
中阶段、初中阶段学校配备
AED自动除颤仪设备分别被列
为省委、省政府2020年和2021
年为民办实事项目。2020年，
省财政厅、省教育厅联合下拨
专项资金，为全省所有高中阶
段学校配备了AED自动除颤
仪。目前，初中阶段学校配备
AED自动除颤仪项目正在加紧
推进中。

本次省教育厅计划在厅机
关、省考试局、省电化教育馆、省
教育研究培训院和省学校后勤

与学生资助管理办公室共配备
5台AED自动除颤仪，并及时开
展设备使用培训和人工心肺复
苏培训。

“近年来，我厅不断健全
人文关怀机制，做干部职工的
贴心‘娘家人’。”省教育厅相
关负责人介绍，该厅定期开展
关爱干部职工身心健康活动，
通过邀请专家作身心健康讲
座，组织干部职工去户外健步
行走等，以实际行动关心关爱
干部职工，激励干部职工担当
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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讣 告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党组书记、台长、海南广

播电影电视传媒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孔德明同

志因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于2021年3月30日

12时40分不幸逝世，享年52岁。

孔德明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定于2021年4月

2日（星期五）上午9：30在海口市殡仪馆南海厅

举行。（联系电话：18689836699、18608968133、

13976689908、 13907683899、 13876772194、

13876091123、13198942558、13976693566）

特此讣告。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集团）

2021年3月30日

本报三亚3月31日电（记
者高懿）“这台机器用起来方便
快捷，能像微信聊天一样面对
面与律师交流，省下一笔律师
咨询费。”3月31日，在三亚市
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市
民方女士拿着使用“互联网无
人律所”机器打印的法律文书
对海南日报记者说。

日前，三亚市司法局启用
“互联网无人律所”。该“互联
网无人律所”就像一台法律界
的“ATM机”，具备快速咨询、
材料共享、文书服务、约见律
师、视频咨询等功能，市民可连
线进行“面对面”咨询，全国4
万多名律师通过线上坐班方式
为来访群众提供免费的视频咨
询服务。

“来访群众可以选择使用
身份证或通过微信扫码登录‘无
人律所’，然后选择自己需要咨
询的版块，通过视频、语音、文字

等方式进行交流。”三亚市公共
法律服务管理局局长张诗琴介
绍，群众选定需要咨询的内容
30秒内，系统会从全国签约的
合作律师中匹配合适的律师，由
律师提供个性化服务。

“互联网无人律所”提供的
法律服务具有私密、安全等特
点。“这台机器隔音效果好，可避
免出现案件信息泄漏等情况，确
保个人信息安全。”张诗琴说，构
建“互联网+”法律服务体系，搭
建一个整合全国律师资源的互
联网法律服务平台，可为群众带
来实实在在的便利。

三亚市司法局有关负责人
介绍，设立“互联网无人律所”是
三亚创新法律服务的重要方
式。通过“互联网+法律服务”
方式，让前来办事的群众能够与
全国的律师云上“面对面”交流，
可有效提升公共法律服务的质
量与效率。

3月31日，在三亚市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市民在“互联
网无人律所”连线律师咨询法律问题。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 本报记者 傅人意

“这些你尝过没？”
“都尝了，T508这个硬度可

以，口味淡了一些；红粉A4甜
酸度合适，还爆汁，口感好！”

3月 31日，在位于澄迈县
永发镇的海南省农业科学院蔬
菜所研究基地里，省农科院蔬菜
研究所茄果类研究室主任高芳
华和海南富友种苗有限公司总
经理洪启亮一起，高兴地讨论着
基地里种植的圣女果新品种。
洪启亮拿着本子，边走边记，时
而停下来品尝一番。

当天，由省农业农村厅支
持，海南省种子总站联合省农科
院举办的“2020-2021年瓜菜新
优品种展示观摩会”在此举行。

由青岛华美金种子公司供
种的贝贝南瓜、海南农垦南繁种
业有限公司供种的创优四号苦
瓜，海口伯洪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的彩糯玉米……基地里，359个
瓜菜新品种犹如“打擂台”，展示

着各自的风采。
这些新品种包括丝瓜14个、

豆角15个、茄子19个、辣椒59个、
玉米20个、冬瓜2个、蒲瓜2个、瓠
瓜2个、苦瓜14个、西瓜30个等。
参展单位为来自全国各地的30多
家科研单位和种子公司。

“你知道红粉A4为啥这么
优秀不？”作为这个圣女果新品种
的技术管理员，高芳华高兴地指
着圣女果嫁接的根部介绍道，“这
是因为其嫁接的砧木品种进行了
创新，嫁接出来的果子颜色好、味
道甜，目前红粉A4这个新品种已
在昌江、陵水推广种植1000亩。”

“海南圣女果种植面积在全
国范围内不算大，关键胜在品
质，因此企业在筛选新品种时一
定要过品质关。”洪启亮连连点
头称赞，“我们每年都会来参加
新品种观摩会，这既是观察市场
动向的窗口，也为种子企业、经
销商、种植户搭建了一个选择良
种的好平台。”

（本报金江3月31日电）

本报海口3月31日讯 （记者
陈蔚林 实习生文欣）省教育厅近日
印发通知，部署今年义务教育学校
招生入学相关工作，要求严格落实
免试入学规定，不得以考试等选拔
学生，同时全面取消公办、民办义务
教育学校各类特长生招生。

通知强调，各市县要强化属地
控辍保学责任，依法保障适龄儿童
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父母或者其

他法定监护人无正当理由未送适
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或造成
辍学，情节严重或构成犯罪的，要
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同时，要严厉
查处非法办学行为，全面排查并严
厉查处社会培训机构等以“国学
班”“读经班”“私塾”或全日制培训
等形式替代义务教育的非法办学
行为。

根据通知，所有公办、民办义务

教育学校都要严格遵守义务教育免
试入学规定，不得采取考试、面试、
测试、测评、竞赛、面谈或者委托校
外培训机构采取考试、测试等形式
选拔学生；不得将各种考试、竞赛、
培训成绩或证书证明等作为招生入
学的条件和依据；不得与社会培训
机构联合组织以选拔生源为目的的
各类考试；不得采用社会培训机构
自行组织的各类考试结果。外语类

特色学校（不包括特色班）只能进行
语言能力测试或专业能力测试，不
得进行其他学科测试。

通知明确，所有公办、民办义务
教育学校均要落实“公民同招”工作
要求，符合在本市县（区）入学条件
的学生，既可选择在公办学校就读，
也可选择在民办学校就读，但不能
既报公办学校又报民办学校。民办
学校原则上在审批地招生，报名人

数少于招生计划时应全部录取报名
学生，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时应
实行电脑随机派位录取。

同时，通知强调，对新入学的
义务教育学生，各校要按照随机派
位方式均衡编班、均衡配备师资，
严禁以任何名义设立重点班、快慢
班、实验班等，也不得以“国际部”

“国际课程班”“境外班”等名义招生
编班。

瓜菜新优品种展示观摩会展出的新品种瓜菜。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姚皓 摄

我省部署今年小学初中招生入学工作，要求严格落实免试入学规定

全面取消义务教育学校特长生招生

身边新鲜事

无人律所

瓜菜新品

省教育厅：

拟在厅机关及直属单位配AED

严格落实义务教育免试入学
规定，不得通过考试等形式选拔
学生

符合在本市县（区）入学条件的学生，既可选择
在公办学校就读，也可选择在民办学校就读，不能
既报公办学校又报民办学校

各校要按照随机派位方式均衡编班、
均衡配备师资，严禁以任何名义设立重点
班、快慢班、实验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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