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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6月2日讯 （记者易
宗平）“今天我已经办理了相关手续，
镇政府说拖欠我的第二笔房租这两
天就可以到位。”6月2日，海口市美
兰区演丰镇居民林芳宇接受海南日

报记者采访时兴奋地说。
6月2日，《海南日报》刊发了舆

论监督稿件《房租支付互推诿“踢球
游戏”损民利》，对演丰镇政府和海口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推诿扯皮拖欠林
芳宇房租一事进行了报道。报道引
起各方面的反响。

海口美兰区委常委、副区长王
业民表示，美兰区委、区政府对此事
高度重视，坚决贯彻落实省委、海口
市委开展作风整顿建设的工作要
求，全面自查、举一反三，坚决避免

同类问题再次发生，切实为民谋福
利办实事。

演丰镇镇长陈桐说，6月2日上
午，镇政府已通知林芳宇办理相关
手续，两天之内给林芳宇结清第二
笔房租；下午，召开了全镇科级干部
作风整顿会议，就此事件深入开展
警示教育。

5月13日下午，海南日报记者曾
到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采访，该局
办公室负责人冯庆花、工作人员宋威
称，她们不清楚具体情况，局领导不

会接受任何采访。6月2日下午，记
者致电该局办公室。冯庆花称，该局
在收到演丰镇政府于2020年12月
31日的发函前，“不知道有拖欠房租
的事”。但她表示会在党史学习教育
中，以此事为案例，加强学习，“切实
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林芳宇在接受采访时称，2020
年12月31日前，他与父亲除了多次
到镇政府交涉，也到过演丰市场监
督管理所进行沟通，对方不存在“不
知道有拖欠房租的事”。

“这次涉事单位互相推诿，从内
因上讲，根子在于某些领导干部党
性不强、不愿担当、不敢担当，不关
心群众的困难和疾苦。从外因上
讲，可能一些工作程序等未理顺，导
致各涉事单位有‘踢皮球’的空间。”
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主任、教
授李斌表示，要进一步健全机制，对

“新官不理旧政”、遇到问题“绕道
走”、不作为、乱作为者建议予以严
肃批评、问责和惩戒，不断优化海南
自贸港营商环境。

本报海口 6月 2日讯 （记者马
珂）6月2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省卫生
健康委获悉，为贯彻落实省委作风建
设专项整治工作的部署，扩展群众反
映问题渠道，推动全省卫生健康系统
作风建设整治工作深入开展，该委联
合海南日报，开设公众微信投诉平台，
定期收集群众反映、举报全省卫生健
康系统存在的作风问题。

省卫生健康委要求系统内单位按
照“谁主管、谁负责”和“管行业必须管
行风”的原则，做好有关问题处理，回
应群众的期盼。

据悉，公众微信投诉平台由海南
日报健康融媒工作室负责运行，主要
负责问题的收集和反馈。省卫生健康
委直属机关党委负责与海南日报健康
融媒工作室进行对接，对有关问题进
行分工和对反馈情况进行汇总，并协
助海南日报健康融媒工作室做好反馈
工作。同时，选择典型的投诉问题进
行报道和曝光，其他问题定期向公众
回复。

省卫生健康委各业务处室负责
对有关问题进行解答、分派、督办和
反馈，根据反映问题所涉及的内容、

事项进行解答，根据反映问题所涉及
的单位进行任务分派，做好督办，并
将问题办理情况收集报送分管委领
导审批后，及时反馈至省卫生健康委
直属机关党委。各市县卫生健康委
及其医疗卫生机构、各省级医疗卫生
机构、各有关民营医疗机构，负责对
涉及本单位有关问题进行具体处理，
主要负责解决、处理问题反映涉及的
内容和事项，并将问题解决、处理情
况在规定时间内反馈至省卫生健康
委相关业务处室。

海南日报健康融媒工作室全年

不定期对全省卫生健康系统，就各单
位环境、服务态度、服务质量等进行
暗访拍摄和报道，体验式测评，省卫
生健康委要求各单位应予以支持和
配合，不得阻挠。省卫生健康委将组
织有关医院主要领导集体听取反馈
体验情况。

省卫生健康委要求全省卫生健康
系统要切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各单位要将作风问题整改作为单
位管理的重要工作，形成主要领导负总
责，分管领导和责任部门具体落实，相
关部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省卫生健康委联合海南日报开展作风建设专项整治

有问题，欢迎扫码来吐槽！

本报海口6月2日讯（记者邓海宁）2021年海
南省普通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将于6月
7日至10日在海口市10所学校进行。6月2日，海
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发布通告，为确保考试期间考
场周边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畅通，根据相关法规，该
支队将对部分路段实行适时交通管制。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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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 6月 2日电 （记者黄媛
艳）从6月5日起，三亚市12345政府服
务热线将联合该市多部门为考生提供开
设助考专线、开通心理咨询辅导专线、紧
急处置噪音办件、开展暖心服务、开通填
报志愿咨询专线等服务。

高考期间，三亚12345热线将开设
助考专线，7×24小时为考生提供高考

期间咨询、投诉、求助等热线服务；三亚
中法供水、三亚供电局将全力保障考试
期间学校和考生家庭的供水、供电；6
月5日至6月10日每晚7时至10时，三
亚12345热线开通心理咨询辅导专线，
考生可拨打12345按1号键咨询；6月7
日至6月10日，三亚12345热线将对考
生家庭及学校附近的噪音扰民的投诉

以紧急办件工单转派该市公安局或市
综合行政执法局等处理；6月7日至6
月10日，三亚将组织党员干部开展送
考服务和在考点设立服务站，为考生及
考生家长“送关爱、送清凉、送咨询”；高
考结束后，三亚12345热线将开通线上
填报志愿咨询专线，三亚市教育局派专
家进行在线解答。

三亚多部门联动为考生提供五大类服务

本报那大 6月 2日电 （记者林书
喜 特约记者李珂）儋州市共有6188名
考生报名参加2021年普通高考和高中
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该市分别在南
开大学附属中学儋州市第一中学、儋
州市第二中学、儋州市第三中学和儋
州市民族中学设立4个考点，共设211
个考场。

据悉，儋州各相关部门层层压紧
压实责任，全面提高教师及各类涉考
人员严格执纪的自觉性，维护公平竞
争的考试秩序。加强设备检查和调
试，特别是播音室、监控室设施的调
试，确保不出纰漏，让高考安全有序进
行。充分做好交通疏导、噪声治理、电
力供应、考生服务等保障工作，努力为

广大考生提供一个安全温馨舒适的考
试环境。抓好学校及周边食品安全，
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做好后勤
保障及安全监管，确保师生健康安
全。有针对性做好考生的心理疏导，
引导学生舒缓压力，放松心情，增强信
心，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轻松应考，
努力发挥出最好水平。

本报海口6月2日讯（记者郭萃）
海口公交集团下属子公司澄迈海澄公
交公司旗下7条公交线路的50辆公交
车全部参加“爱心送考”。在高考期间，
考生凭高考准考证均可免费乘坐。

据了解，途经澄迈思源学校高考考
点的公交线路有3条，分别为1路（7辆），

2路（7辆），4路B（5辆），共19辆车。该
公司为做好考前1小时和考后1小时发
车安排，考前1小时1路、2路、4路B加密
发班，将考生及时送往考点，考后1小时
内加密发班，将考生及时疏散。

该公司要求各线路提前对所属线路
车辆进行安全检查，确保线路安全运行，

杜绝带病车辆上线运营。做好驾驶员测
温工作，绝不允许驾驶员带病上岗。保
持车辆清洁，坚持一趟一清洗一消毒。
所有驾驶员必须佩戴口罩，并劝导乘客
佩戴口罩。如有考生将高考所需证件遗
忘在公交车上，驾驶员必须向乘客解释，
无条件将证件送达考生。

儋州今年有6188名考生参考

澄迈50辆公交车“爱心送考”

新海南客户端推出系列
创意融媒体产品
听海南自贸港的声音
看海南自贸港的奋斗历程

本报海口6月2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
记者吴春媚）6月1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
方案》发布一周年。6月2日，新海南客户端、南海
网、南国都市报联合推出创意视频《这，就是海南
自贸港的声音》和融媒体产品《自贸港日记》。

创意视频《这，就是海南自贸港的声音》用生
态声、人文声、建设声等声音，记录海南的“心跳”
和“脉动”，带领观众倾听海南BGM。

《自贸港日记》仿佛一本“电子口袋书”，
方便用户随身携带、随身查阅、随时学习。该
产品以日记形式记录自贸港建设历程，用户手
机轻轻一点，选择相应的月份，就能浏览当月
的大事记内容。此外，为了方便长久收藏使
用，《自贸港日记》还融入搜索功能，用户只需
输入相应的关键词，就能检索到相应的自贸港
大事件。

我省启动全民禁毒宣传月活动

集中销毁
各类毒品1.678吨

本报海口6月2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蒋
升 黄金）为有力震慑毒品犯罪，营造“6·26”国际
禁毒日氛围，6月2日上午，省公安厅、省禁毒办
联合在澄迈县老城经济开发区海口焚烧发电厂
举行2021年集中销毁毒品仪式，集中销毁我省
公安机关和缉毒执法部门缴获并已结案的各类
毒品1.678吨。由此拉开海南全民禁毒宣传月活
动序幕。

为减少对环境的污染，此次毒品销毁采用了
无害化处理方式。省人民检察院、省生态环境厅
工作人员全程监督销毁过程。

2020年以来，我省以“八严工程”为抓手，全面
掀起新一轮三年大会战，战果显著，推动全省毒情
形势持续向好，禁毒工作亮点纷呈。海口获评首批
全国禁毒示范城市；临高实现全国重点关注地区

“摘帽”。
据介绍，2020年以来，我省共破获毒品刑事案

件878起，其中公安部毒品目标案件9起，省级毒
品目标案件36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909名，缴获
各类毒品及成瘾物质共1.5吨，查获吸毒人员924
名，缉毒打击成果显著，有力打击了毒品犯罪分子
的嚣张气焰，有效遏制了毒品问题蔓延的态势。

护航自贸港 禁毒在行动

扫码收
藏《自贸港
日记》

扫码查看视
频《这，就是海南
自贸港的声音》

海口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
副市长冯鸿浩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本报海口6月2日讯（记者尤梦瑜 通讯员
李海娇）海南日报记者6月2日从省纪委监委获
悉，海口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冯鸿浩涉嫌
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
和监察调查。

《房租支付互推诿“踢球游戏”损民利》引起相关部门高度重视

汲取教训改作风 切实为民解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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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路段

海南侨中高中部考点
提示限速路段：分别在海秀快速路与国兴大道

交叉口东往西方向、南大立交快速路匝道交叉口、海
秀快速路西往东金垦匝道设置交通限速标志牌（限
速60公里/小时）

农垦中学考点
禁行路段：金牛路与滨涯路交叉路至滨涯路与

海垦路交叉口南半幅路段
（可选择海垦路、金牛路绕行）

第一中学高中部考点、旅游职业学校考点
禁行路段：白水塘路与富景路交叉口至白水塘

路与金福路交叉口的白水塘路全路段、白水塘路与
金福路交叉口至金福路与椰海大道交叉口的金福路
全路段、富景路与白水塘路交叉口至富景路与富源
路交叉口的富景路路段、富源路全路段

（可选择富康路、富景路、椰海大道、丘海大道绕行）

琼山中学高中部考点
禁行路段：新大洲大道与滨江路交叉口至新大

洲大道与铁桥路交叉口的新大洲大道北半幅路段
（可选择铁桥路、滨江路绕行）

海南中学高中部考点
禁行路段：大路街与板桥路路口至海中北门全

路段、高登西街与朱云路交叉口至高登西街与龙昆
南路交叉口的高登西街全路段

（可选择红城湖路、金花新路、朱云路、振兴路绕行）

海师附中高中部考点
禁行路段：新大洲大道与琼山大道交叉口至琼

山大道与顺达路交叉口的琼山大道西半幅路段
（可选择滨江路或椰海大道绕行）

海口实验中学高中部考点
禁行路段：海府二横路与振兴南路交叉口至海

府二横路与海府路交叉口的海府二横路全路段。
（可选择白龙南路、白龙南一横路、振兴南路绕行）

海口第四中学高中部考点
禁行路段：海府一横路与美苑路交叉口至美苑

路与青年路交叉口的美苑路西半幅路段。
（可选择青年路或群贤路绕行）

海口第二中学考点
禁行路段：人民桥桥底东半幅至海甸东一街与

海甸一东路交叉口的海甸一东路全路段。
（可选择海甸二东路、海甸东一街绕行）

制图/张昕

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6月1日12时-6月2日12时）

城市名称

海口市

三亚市

五指山市

空气质量级别

优

优

优

PM2.5浓度
（微克/立方米）

13

14

15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30

26

26
发布单位: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6月2日9时，海南华侨中学教学楼里，随着一声呼唤，整栋楼师生聚集到走廊上，一年
一度的“喊楼”活动如约开启。“喊楼”活动是该校多年传统，活动形式活泼，喊话内容积极向
上，能很好地让学生释放压力，舒缓情绪。 文/本报记者 计思佳 图/本报记者 张茂

师生“喊楼”加油高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