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快乐端午
绿色假期

端午节期间，儋州东坡文
化旅游区推出“快乐端午，绿色
假期”端午节系列活动，吸引众
多游客前来观光游玩。据了
解，从6月4日至7月10日，儋
州东坡文化旅游区推出“我和
东坡的故事”打卡点赞活动、
“书香润古镇 研学读东坡”跟
着书本去旅行活动、“闻香 惜
香 爱香”东坡香文化之篆香表
演、东坡乐坊表演等九大系列
活动，丰富游客在端午节假期
间的景区旅游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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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6月13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张璐瑶）为确保端午节假期全省旅
游安全，连日来，全省各级公安机关旅游
警察部门会同相关部门，联合有关警种，
联动景区企业在旅游景区等涉旅场所开
展应急处突演练，增强了景区全体员工

的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突能力，为广
大游客创造平安稳定的旅游治安秩序。

三亚吉阳公安分局大东海派出所
在临春岭公园，采取理论加实战技能相
结合的方式，就保安门卫、巡逻防范、如
何盘查制服可疑人员、突发事件的应急

处置等业务知识进行了详细讲解和实战
演练。儋州市公安局旅游警察支队联合
反恐支队等部门到儋州市兰洋莲花山、
东坡书院、八一石花水洞等景区对保安
人员开展应急处突技能培训演练，期间
向广大游客发放旅游安全提示宣传单，

避免误入“免费旅游”“不合理低价游”等
陷阱。定安县公安局组织有关警种和派
出所民警对文笔峰景区、香草田园景区
的安保人员开展应急处突演练，并配合
景区工作人员对游客进行健康监测和实
名登记等工作，加强风险排控。

筑牢节假日景区安全防线

全省旅游警察开展应急大演练

本报万城 6月 13 日电 （记者袁
宇）6月12日晚，在众多脍炙人口的歌
曲中，活力广场舞大赛在万宁市和乐镇
南洋印象文化广场开跳，当地群众踊跃
报名，以舞蹈欢庆端午佳节。

这次广场舞比赛共有19支代表队
参赛，参赛队员全部是当地村民。村民

们自发参与舞蹈队，精心选择舞蹈伴
乐，认真编排舞蹈动作，在比赛当天为
观众献上了《欢乐中国梦》《燕子健身
队》等竞演节目。舞步翩翩，歌声嘹亮，
精彩的表演赢得了热烈掌声，村民们以
欢快、祥和的舞蹈，展现了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和赞美。

“大家参加活动的热情很高。”和乐
镇琉川村村民蔡小珍告诉记者，村里人
平时就爱跳广场舞，这次参赛队伍共有
15人登场，很多没能入选的人也一起
排练，“我们在比赛中选择了《东方红》
做伴乐，想通过这样一首歌表达我们对
党的热爱。”

万宁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当地将陆续启动以弘扬主旋律为主题
的文体活动，通过搭建文体平台，载歌
载舞讴歌新时代，感党恩、听党话、跟党
走，充分展示群众参与新时代建设的良
好精神面貌，为推动“十四五”开好局起
好步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万宁开展活力广场舞大赛

颂扬美好生活 舞出节日氛围

本报海口 6月 13 日讯 （记者郭
萃）为深入挖掘端午节的深厚文化内
涵，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6
月12日下午，“我们的节日·端午”海口
市青少年文艺展演在海口广播电视台
精彩上演。

本次展演以“传颂中华情‘粽’享

新时代”为主题，将端午传统佳节的历
史渊源、文化内涵、传统民俗、家国情
怀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并通过歌舞、合
唱、朗诵、戏剧等多种文艺形式生动演
绎，营造文明、和谐的节日氛围，展现
当代中小学生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
青春风采。

展演得到了海口市直属学校和各
区学校的积极响应和踊跃参与，中小学
生共同带来一场内容丰富的传统文化
盛宴，现场还穿插端午文化知识问答和
传统端午民俗体验等互动环节，引导大
家体味端午节深厚的文化底蕴，现场气
氛热烈。

“我们的节日·端午”海口市青少年
文艺展演是海口市2021年“我们的节
日”系列主题活动之一，后续将结合七
夕、中秋、重阳等传统节日，开展多场特
色鲜明、内容丰富的主题活动，传承传
统文化基因，滋养中华文化血脉，积蓄
奋进力量。

海口举办“我们的节日·端午”青少年文艺展演

多姿多彩演绎 弘扬传统文化

关注端午小长假 海南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进行时

本报讯（记者良子）“从荣邦乡到县
城有60多公里路程，想要办理车辆年检
业务，来回得花费一天时间，现在好了，
在自家门口就能一次性办结，真是太方
便了。”近日，在白沙黎族自治县荣邦乡

“流动车管所”送服务下乡活动现场，该
乡加浩村村民许先生激动地对海南日报
记者说。为全面检验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工作成效，连日来，白沙县公安局以“我
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为切入点，在全
县集中开展“流动车管所”送服务下乡活
动，为群众提供“一站式服务”。

据了解，该项车驾管服务活动由白
沙县公安局车管所牵头，由各乡镇派出

所、报废回收公司、驾校、机动车检测站
等相关职能部门工作人员组成“流动车
管所”，活动于5月7日启动，持续两个
多月。活动设有16个站点，覆盖白沙
县各乡镇，集中为群众办理摩托车报
废、摩托车驾驶证考试、摩托车车辆检
验和摩托车注册登记等业务。

截至目前，白沙公安局交通管理
大队已相继完成了查苗、龙江、帮南、
大岭、荣邦派出所5站的流动车驾管
服务活动，共办理各项业务1180起，
帮助群众通过交警“12123”APP办理
车驾管业务150余起，发放宣传资料
500余份。

白沙把车驾管服务送到村民家门口

“流动车管所”下乡更便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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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海南文昌乾峰商业项目修建性详细规划》批前公示
海南乾峰商贸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海南文昌乾峰商业项

目修建性详细”项目，位于文昌市文城镇迈号石马沟地段，所涉

及的不动产权证号为琼（2020）文昌市不动产权第0022800号，

总用地面积41788平方米（折合62.68亩），该修规《文昌市中心

城区迈号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范围内，该修规经第7次市规委

会办公室审议通过，经进一步修改完善后，修规设计规划指标

为：总建筑面积96790.91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75218.4平方

米，不计容建筑面积21572.51平方米；地上建筑面积75837.74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20953.17平方米），容积率1.8，建筑密度

33.04%，绿地率30%，建筑层数6层，停车位620个。以上规划

内容符合要求，为广泛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和建

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规定，现按程序对该项目

修建性详细规划内容进行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30天（2021年6月14日至7月13日）；

2、公示地点：海南日报、建设项目现场、市政府网站；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up0898@

163.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清澜经济开发区白金路

2 号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规划管理室 205，邮政编码

571339；（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

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0898-63332018，联系人:周文丽。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6月14日

●三亚硕豪铝业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海南绿城德润置业有限公司遗
失公司公章，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海南聚成广告工程有限公司

（9146900507573966ⅩQ）经股东

会议决定，注册资本由原人民币伍

佰万元减至壹佰万元，原债权债务

不变，特此公告。

典 当

遗 失

减资注销

资讯
广场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
分店25家，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地
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正规专业、快
速灵活、高额低息。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68541188、
68541288、13307529219。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教育培训

职业培训 成人教育
知名高校扎根海南办教育20年，

招建筑业施工员、质量员、资料员、

劳务员、材料员、标准员、机械员等

职业培训考证和土木工程、法学、

工商管理、会计学、建筑学等专业

专科、本科学历教育学员。

电话：65377755 65383566

6月12日上午，鸟瞰儋州市城北新区，云遮雾绕，不同风格的建筑层，时隐
时现，若即若离，宛若人间仙境，美不胜收。 特约记者 吴文生 摄

云遮雾绕 美不胜收

本报三亚6月13日电（记者李
艳玫 通讯员李欢）近日，三亚市旅文
局创新推出三亚市旅游行业发展会商
制度，搭建信息沟通平台，了解旅游产
业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诉
求，进行专项研判，推进解决落实，为
旅游产业高质量快速发展保驾护航。

据了解，三亚市旅游行业发展会
商会议将主要以行业发展座谈会的形
式召开，如有重要事情可根据实际情
况调整。会议议题将向旅游行业协
会、旅游企业、专家智库等多渠道进行

征集，以问题为导向。会议成果将以
会议纪要、问题对策研究报告等形式
上报上级部门。

三亚市旅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三亚市旅游行业发展会商会议制度，
是落实三亚“制度建设年”行动，优化
旅游市场营商环境的具体举措，接下
来将在三亚市旅游行业发展会商会议
制度的基础上，同时定期召开行业主
体现场观摩会，建立旅文行业建言献
策项目库，形成“两会一库”机制，推动
旅文行业高质量发展走深走实。

旅游行业发展会商制度建立
三亚

本报营根6月13日电（记者李梦
瑶）日前，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公布全
国101个“首批全国县域足球典型”名
单，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名列其中，这
也是海南省唯一入选的“县域典型”。

据了解，为切实贯彻《中国足球改
革发展总体方案》提出的“发挥典型带
动作用。选择一批足球基础好、发展
足球条件好、工作积极性高的地方和
城市，加强扶持和指导，总结推广足球
改革发展的典型经验，以点带面，推动
提高”要求，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于今

年1月启动首批全国县域足球典型推
荐工作，经各省（区、市）体育行政部门
组织推荐、国家体育总局审核，最终确
定了101个全国县域足球典型。

近年来，琼中以弘扬“琼中女足”
精神为核心，以开展校园足球活动为
抓手，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强化师资队
伍建设等有效措施，持续推动足球事
业长足发展。截至目前，琼中全县29
所学校共成立了83支校园足球队，参
加校园足球活动学生达1.8万余人，
占在校生总数的70%以上。

入选首批全国县域足球典型
琼中

本报万城6月13日电（记者袁
宇 通讯员卓欣欣 蒲冰梅）6 月 12
日，一头鲸搁浅在万宁和乐镇大花角
海滩，多个部门组成救援队伍成功将
鲸运送到安全环境进行救治。目前，
鲸已经度过危险期，生命体征平稳，正
在康复中。

6月12日17时59分，万宁消防
救援大队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报警，在
和乐镇大花角海岸，一头鲸搁浅在海
滩上，急需救援。随后，该大队指挥中
心立即调派万城消防站出动1车6人
赶赴现场进行处置。

消防救援人员到场后，发现鲸搁
浅在距离海岸边约15米的位置上，且
现场风浪较大，鲸受困于海滩上无法
动弹。指战员迅速展开营救，对搁浅
时长过久的鲸体表进行保湿，确保身
体肤层不脱水，救援人员利用棉垫托
住鲸进行移动，成功将鲸转移至救助
车中。

经工作人员初步判断，该鲸疑
似为瓜头鲸，体长2.42米，重约300
斤。有关鲸的种属、年龄等信息以
及搁浅原因，相关工作人员正在调
查中。

一头约重300斤鲸搁浅获救
万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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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至15日，北部湾海面，风力5至6级，阵风 7级
海南岛四周海面，风力5至 7级
西沙、中沙和南沙群岛附近海面，多云有雷阵雨
风力5至 7级、雷雨时阵风可达8至9级

14日至15日，全岛以多云天气为主，北部局地午后有雷阵雨

最高气温：31℃~35℃

最低气温：中部地区23℃~25℃ 其余地区25℃~27℃

6月14日至15日天气预报

海洋
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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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6月13日讯（记者孙慧 习
霁鸿 通讯员刘原岳 李凡 吴春娃）6月13
日早上，今年第四号台风“小熊”已穿过我
省海南岛陆地，在越南北部沿海地区登
陆。受台风“小熊”影响，我省从6月11日
8时至6月13日8时期间出现较强风雨天
气，有68个乡镇（区）降雨量超过50毫米，
5个乡镇（区）雨量超过100毫米，最大为保

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什玲镇119.3毫米。
从6月11日8时至6月13日8时期

间，我省降雨中心集中在海南岛南部、中
部和东部地区，保亭、万宁、五指山、三亚、
陵水、琼中、海口、定安、临高、澄迈、琼海、
文昌、昌江、乐东14个市县共68个乡镇
（区）雨量超过50毫米，保亭、万宁、五指
山3个市县共5个乡镇（区）雨量超过100

毫米，最大为保亭什玲镇119.3毫米。
气象部门分析，“小熊”具有“近海生

成、路径稳定、移速快、强度弱、对海南风
雨影响小”的特点。原本以为“小熊”穿
过带来的风雨天气影响，能让我省水库
蓄水增加，结果这两天我省大部分地区
降雨量较小，并未在地表形成明显径流，
截至6月13日8时，全省水库蓄水量为

35.07亿立方米，占正常库容41.8%，台
风“小熊”并未让全省水库蓄水量有明显
增蓄。

“小熊”13日早上在越南北部沿海地
区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对我省影
响结束。6月13日7时30分，省三防总
指挥部终止防汛防风Ⅳ级应急响应，预
计未来三天我省天气逐渐转好。

台风“小熊”昨日登陆越南

移动快且强度弱 对我省影响较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