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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潮乐舞 狂欢夜游
长影环球100奇幻乐园—假日海滩

—万绿园
2.琼韵古风 最忆骑楼
海南省博物馆或五公祠—日月广场

—骑楼老街
3.时空穿越 海上生明月
观澜湖华谊冯小刚电影公社—观澜

湖新城—万人海鲜广场—云洞图书馆或
海口外滩中心酒吧一条街

4.热带雨林 火山风情
火山石斛园/人民骑兵营—海口火

山口公园—石山美食一条街
5.科普研学 萌宠精灵
海口热带农业科技博览园—海南热

带野生动植物园—冯塘绿园
6.田园风光 欢乐采摘
田洋新坡悠然采摘基地—新坡仁里村
7.醉美湿地 赏秋闻香
红树林旅游区—芳园艺术村—海控

瑶城—连理枝渔家乐
本版制图/陈海冰

本报海口 9 月 14 日讯 （记 者 邓 海
宁）9月 14日，海口市旅文局举办中秋国
庆旅游产品推介会，现场发布7条中秋国
庆精品旅游线路，邀请游客市民开启假
日畅玩模式。

据了解，今年中秋、国庆假日期间，海
口市旅文局联合海口旅游文化企业，以

“HI游海口 这里‘潮’好玩”为主题，为市
民游客准备了精彩丰富的假期旅文体验
大餐。中秋假期，海口将以赏月场景打造
骑楼老街、云洞图书馆、海口外滩、万绿
园、海口市国家帆船基地公共码头、假日
海滩、火山口公园等七大主题打卡点，让
市民游客从中体验到琼韵撩月、浪漫听
月、风范赏月、游园弄月、海上观月、海边
嬉月、登高望月等不一样的赏月场景。

海口市2021年“月是故乡明”中秋晚
会、“人民的新时代”国庆晚会也将在中秋、
国庆期间精彩上演，海口湾演艺中心还将带
来《皮皮长袜子》《青蛙王子》等精彩演出，丰
富市民游客的假期生活。届时，海口各大景
区也将举办唐宫宴舞表演、月饼DIY大赛
等丰富多样的节庆主题活动。

海口发布7条旅游精品线路出游
攻略

本报海口9月 14日讯 （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符转）海南日报记者9月14日从海
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到，为进一步满足
中秋节假日期间旅客出行需求，海南环岛
高铁、海口市郊列车加开多对列车。

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近日有出行

计划的旅客出行前请关注铁路12306网站
及车站公告，第一时间掌握列车开行信息，
合理安排出行。同时，请配合车站、列车做
好疫情防控相关查验工作，落实好防疫措
施，遵守地方防疫部门相关规定，共同维护
健康安全的出行环境。

海南铁路加开多对列车
满足中秋节假日期间旅客出行需求

●9月20日至22日 三亚至三亚加开
C7404/3次、C7412/1次、C7422/1次、C7434/
3次、C7444/3次、C7420/19次

●9月18日至22日 三亚至三亚加开
C9924/3次、C7428/7次、C7430/29次

●9月18日至21日 三亚至海口东加
开 C9148 次，海口东至海口东加开 C9891/
2/1 次、C9894/3/4 次，海口东至三亚加开
C9147次

●9月18日、21日 三亚至海口东加开
C9138/7次、C9142/1次，海口东至三亚加开

C9140/39次、C9144/3次、C7382/1次，海口东
至海口东加开C7493/4/3次、C7495/6/5次

●9月17日、20日 三亚至海口东加开
C7384/3次

●9月20日至22日 海口至美兰加开
S8125次、S8105次、S8111次、S8113次、S8123
次，美兰至海口加开S8104次、S8106次、S8112
次、S8114次、S8124次，海口至海口东加开S8107
次、S8109次、S8115次、S8117次、S8119次、S8121
次，海口东至海口加开S8108次、S8110次、S8116
次、S8118次、S8120次、S8122次

具体时间车次信息如下：

出行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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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9月14日讯（记者苏
庆明）今年以来，我省市场监管部门深
入组织开展禁塑领域执法检查，查处
了一批有震慑力的大要案件。9月14
日，省市场监管局公布了今年我省禁
塑领域案件查办10个典型案例。

相关案例涉及农贸市场开办者未
履行管理主体责任导致市场内经营户
使用违禁塑料制品，市场主体运输、储
存、提供、销售违禁塑料制品，个人运

输、经营违禁塑料制品等情形，市场监
管部门依据《海南经济特区禁止一次
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规定》等法规，对
违法者予以没收违禁品、罚款等处罚。

其中，海口美兰区海甸岛沿江三
农贸市场开办者海南福轩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海口秀英区港丰农贸市场未
履行管理责任，导致存在市场内经营
户使用违禁塑料制品情况，依据不同
严重程度分别被罚款3万元、5万元。

胡某运输违禁塑料制品557箱
（包）36.5万个（套），拟处罚款10万元
（该案仍在办理中）。海南佛斯特物流
有限公司运输一次性不可降解的塑料
袋7.4万个，罚款2万元。

海南旺桦源贸易有限公司、海口
龙华鑫兴源商行（水产码头仓储点）、
海南福昌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储存违禁
塑料制品，依据不同严重程度分别顶
格罚款10万元、1.5万元、1万元。

陵水黎族自治县陈某经营违禁塑
料制品360箱，罚款1万元。文昌昌
洒原木畅享饮品店提供违禁塑料制
品，罚款1万元。文昌清澜昌隆商行
销售违禁塑料制品，罚款3万元。

省市场监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依
据《海南经济特区禁止一次性不可降解
塑料制品规定》，对上述案件当事人作
出严厉处罚，体现了我省严厉打击违规
经营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决心。

省市场监管局发布禁塑领域案件查办典型案例

企业储存违禁塑料制品被顶格罚款10万元

本报海口9月14日讯（记者苏庆明）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海南省消费者委员
会近日发布了“双节”消费提示。

省消委提醒，当前疫情发展趋势仍具
不确定性，消费者外出要时刻关注目的地
疫情信息，选择旅游景点和出行途径时，尽
量选择省内或低风险地区出行旅游线路，
切勿冒险前往中、高风险地区。暂不建议
选择出境旅游。

消费者应当避免一味追求低价而忽视

商品质量，慎购朋友圈“五无”商品。特别
是在选择旅行社过程中，要避免出现侥幸
或贪小便宜的心理，防止落入低价“消费陷
阱”。离岛免税购物消费者要预留出适当
的提货时间，避免因提取货物延误行程。

省消委还提醒消费者加强旅游安全意
识，拒绝“舌尖上的浪费”，重视商家信誉，
谨防个人信息泄露等。权益被侵害的，可
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省消费者委员会官
网投诉。

省消费者委员会：

增强安全意识 谨防购物陷阱
消费
提示
消费
提示

本报嘉积9月14日电（记者袁
宇 通讯员李丽莎）9月14日，位于琼
海市学海路的菜篮子平价菜直营店
开业，这是该市首家平价菜直营店。

海南日报记者在该平价菜直营
店看到，土豆、蒜薹、黄瓜、生菜等蔬
菜整齐地摆放在货架上，明码标写
着当天菜价。不少蔬菜比当地农贸
市场的蔬菜价格优惠0.8元以上。

让群众既得方便又得实惠，是
琼海市布局菜篮子平价菜网点的初
心。琼海市商务局副局长严文泽介
绍，该市为切实解决居民买菜难、买

菜贵的问题，推出了保供、稳价、完
善布局网络等一系列措施，“一方面
打造大型公益性批发市场，同时成
立菜篮子公司，以产地直供的方式
减少流通环节，降低物流成本。另
一方面采取直营、加盟、搭载等方
式，在全市建设24个平价菜网点，形
成布局合理、功能完善的平价菜销
售网络。”

据悉，琼海市计划10月底前完
成24个平价菜网点的铺设，其中城
区17家，乡镇7家。截至目前，该市
已经完成了7个平价菜网点的布置。

琼海首个菜篮子平价菜
直营店开业

本报抱由9月14日电（记者王
培琳 通讯员朱建）9月14日，乐东
黎族自治县政府及人保财险海南省
分公司举行海南首例平价蔬菜零售
保险赔付仪式，首位投保的平价菜零
售户获赔约 2.2 万元，赔付率达
95%，赔款金额是自交保费的5倍。

据悉，自8月13日起，由人保财
险海南省分公司、农行海南省分行和
浪潮软件联合推出的全省首单平价
蔬菜零售保险落地乐东。在短短一
个月内，海口、三亚、儋州、万宁、屯

昌、临高等市县平价蔬菜零售保险逐
步试点落地，项目取得了初步成效。

在平价蔬菜保险赔付仪式现场，
领取保险赔付金的乐东第一农贸市
场零售商户余四妹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保险公司不仅按照约定进行赔
付，而且赔款比我当初缴纳的保费要
多得多，大大增加了我的收入。”

据介绍，蔬菜零售保险按月承保
按月理赔，零售商户只要按照不高于
政府倡议的价格卖，就可以按照每斤
不超过0.5元的差额得到赔付，零售

商户第二个月即可拿到赔款。对于
老百姓来说，在投保零售保险的平价
蔬菜点买菜，可避免因菜贩缺斤少两
或哄抬物价造成利益受损。

对于大众有所疑问的：如何监测
商户按什么价卖了多少菜？保险公
司工作人员介绍，通过电子秤把每笔
交易的数据上传后，每种蔬菜当日的
销售均价由后台自动计算，根据均价
和目标价的差额及销售数据计算每
天的赔款，一个月后累计出来就得出
了总赔款。

人保财险乐东支公司经理文烈高
表示，下一步，人保公司将持续准确、
迅速、合理做好理赔工作，让参保商户
踏实用上电子秤，安心拿到理赔款，让
平价菜摊主真正享受到政府给予的保
险红利，让老百姓吃上更多平价菜。

乐东县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下
一阶段，该县将积极发动更多的平价
菜零售商户购买该保险，加快市场环
境的改造升级，科技赋能，便民惠商，
确保平价菜保供惠民行动取得积极
成效。

我省首例平价蔬菜零售保险赔付
首位投保零售户获赔2万余元

本报八所9月14日电（记者刘
婧姝 特约记者方宇杰）9月14日上
午，在东方市宝真农贸市场，商户符
庆秀与太平洋保险东方分公司签订
了首张平价蔬菜零售收益保险保单，
标志着东方市平价蔬菜零售保险试
点工作正式启动。

据了解，平价蔬菜零售收益保险
是政府指导、商户自愿投保、保险机
构市场化运作的创新险种。

“平价蔬菜零售收益保险责任范
围为，当经营者以不高于市政府倡议
价的价格销售17种平价蔬菜时，如果

产生收益损失，就可获得约定的差额
赔付。”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东方分公司总经理叶贤伟介绍。

“一年的投保费为12024元，政
府替我们交了80%，个人承担20%，
买了保险后，收益多了一份保障。”符
庆秀说。

今年以来，东方多措并举，大力推
进平价蔬菜保供惠民行动，从“产、供、
销”等环节持续发力，稳住百姓“菜篮
子”，此次通过启动平价蔬菜零售保险
试点，将进一步实现东方蔬菜市场供
应充足、秩序规范、价格下降的目标。

东方启动平价蔬菜
零售保险试点工作

关注保供稳价

本报海口9月 14日讯 （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董鹏）9月14日，海口市公安局龙华
分局发布一则关于EMC投资平台诈骗案
查找受害人时限的公告。

公告显示，4月13日，海口市公安局龙
华分局成功侦破了EMC投资平台诈骗案，
犯罪嫌疑人黄某根、沈某霞、刘某等人已抓
获归案，部分犯罪嫌疑人目前在逃。

该案件涉及全国多名受害者，经开展深
入调查，目前龙华分局已对部分受害人完成

了调查取证工作，但仍有许多受害人未到公
安机关报案。龙华警方呼吁EMC投资平台
诈骗案所有受害人速到龙华分局报案并提
交相关证据材料，截止时间为9月26日。逾
期未配合公安机关取证者视为自动放弃权
利，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自行承担。

联系单位：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经侦
大队。联系地点：海口市龙华区南沙路45号
龙华公安分局经侦大队。联系人：吴警官。联
系电话：0898-66599211、18689656979。

海口警方查找
EMC投资平台诈骗案受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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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9月14日讯（记者习霁鸿）9
月14日，针对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新冠肺
炎疫情持续发展并出现外溢省内其他市县
疫情的情况，海口市疾控中心发布疫情防
控提醒，要求福建莆田市、泉州市、厦门市
等涉疫区来（返）海口的人员凭48小时内两
次（间隔24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通行。

根据提醒，莆田市仙游县等国内中、高
风险地区来（返）海口的人员需开展14天集
中隔离（从离开中、高风险地区算起），并于
第1天和第13天分别采样进行免费核酸检
测，隔离期满核酸检测阴性后，再进行7天
的居家健康监测，结束时再进行1次免费核
酸检测。

提醒要求，仅持有1次核酸检测阴性证
明的，抵海口后在口岸进行第2次核酸检测，
居家等待结果；未持有核酸检测证明的，抵
海口后在口岸进行1次核酸检测，居家等待
结果，个人做好健康管理，1天后自行前往采

样点开展第2次检测，居家等待结果。
根据提醒，8月26日以来有莆田市、泉

州市、厦门市旅居史的人员，请主动向居住
地所在社区、居（村）委会报告，联系开展1
次核酸检测、居家健康监测等健康管理工
作，间隔24小时后做好个人防护，自行前往
采样点再次开展1次核酸检测。对于14天
内从福建省非涉疫地区来（返）海口的人
员，倡导个人主动进行一次核酸检测。

海口市内人员如发现健康码显示异常
（黄码或红码）或与国内近期报告新冠病毒
感染者活动轨迹有交集的，请主动向居住
地所在社区、居（村）委会报告，在相关部门
指导下配合做好信息核实、核酸检测和健
康管理等防控工作。

尽量避免前往中高风险地区或有病例
报告的区域，确需前往的，请务必提前向所
在社区（村）和工作单位报备，做好个人防
护，并遵守当地防疫规定。返回时提前24小
时向居住地所在社区、居（村）委会报告，并
按海口市管控要求落实相关疫情防控措施。

福建涉疫区来（返）海口人员
须凭48小时内两次核酸检测阴性证明通行

请注意请注意请注意请注意请注意请注意请注意请注意请注意请注意请注意请注意请注意请注意请注意请注意请注意请注意请注意请注意请注意请注意请注意请注意请注意请注意请注意请注意请注意请注意请注意请注意！！！！！！！！！！！！！！！！！！！！！！！！！！！！！！！！

高标准抓好疫情防控

近日，在海南职业技术学院，
该校心理学教授高茹使用自创的
“从心出发”卡片，为2020级计算
机应用技术专业学生上主题为“宿
舍关系心连心”的心理班会课。

据了解，教育部等五部门日前
发布《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
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工作的意
见》，强调要在高等院校中强化心
理健康教育，开展生命教育、亲情
教育，增强学生尊重生命、珍爱生
命意识。

近年来，海南省教育厅等部门
也积极开展有关工作，加强高等院
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教学研究成
果不断涌现。

本报记者 封烁 摄

从“心”出发

本报海口9月14日讯（记者陈
蔚林 通讯员刘晓惠）9月13日，海南
省教育厅发布《关于组织开展查处变
相违规开展学科类校外培训专项整治
活动的通知》，对7类违规开展学科类
行为进行严查。

《通知》指出，《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

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
的意见》印发以来，各地大力推进校外
培训治理，取得初步成效。但一些地
方出现了学科类培训转入“地下”，换
个“马甲”逃避监管等隐形变异问题，
影响政策实施，造成不良影响。

为严厉打击个人和机构变相违规
开展学科类校外培训逃避监管的问
题，防止冲抵“双减”改革效果，维护良
好教育生态，海南决定开展查处变相
违规开展学科类校外培训专项整治活

动，坚决查处学科类校外培训隐形变
异问题。

根据工作安排，该项专项整治的
时间为今年9月至12月，对不符合合
规性要求，具有7类情形之一的学科类
培训行为，将依法依规予以查处。

省教育厅要求，各市县要充分发
挥“双减”工作专门协调机制作用，将
学科类培训隐形变异问题查处工作纳
入市县和乡镇（街道）网格化综合治理
体系，充分发挥社区综合治理功能，开

展区域巡查执法；要畅通投诉举报渠
道，拓展问题线索来源，强化社会监
督，对12345热线、“双减”投诉举报电
话及其他渠道反映的隐形变异违规培
训行为加大执法力度，发现一起、查处
一起、通报一起；要创新监管方式，推
进“互联网+监管”，会同相关部门探
索将违规培训的机构和个人信息，纳
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实施联合惩
戒，坚决防止隐形变异违规培训行为
蔓延。

违反培训主
体有关规定，证照
不全的机构或个
人，以咨询、文化
传播、“家政服务”

“住家教师”“众筹
私教”等名义违规
开展学科类培训

其他违
反相关规定
的隐形变异
学科类培训

违 反 培 训
人员有关规定，
不具备教师资
格的人员违规
开展学科类培
训，在职中小学
教师违规开展
有偿补课

违反培
训时间有关
规 定 ，通 过

“ 直 播 变 录
播 ”等 方 式
违规开展学
科类培训

违反培训地点
有关规定，组织异
地培训，在居民楼、
酒店、咖啡厅等场
所，化整为零在登
记场所之外开展

“一对一”“一对多”
等学科类培训

违反培训内容
有关规定，以游学、
研学、夏令营、思维
素养、国学素养等名
义，或者在科技、体
育、文化艺术等非学
科类培训中，违规开
展学科类培训

违反培训
方 式 有 关 规
定，线下机构
通 过 即 时 通
讯、网络会议、
直播平台等方
式违规开展线
上学科类培训

1 2 3 4 5 6 7

重点查处7类学科类培训行为

海南开展变相违规学科类校外培训专项整治

重点查处7类培训行为

“双减”在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