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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一车企携手志愿者
给老人送关爱

本报讯 10月16日，为弘扬中华民族“尊老、
爱老、敬老”的传统美德，爱心企业海南联合皇冠汽
车服务有限公司携手爱心人士，走进澄迈县养老服
务中心，看望老人，并送上水果、图书等慰问品。

“谢谢你们能来看我，和你们聊天很开心，让
我感到不再孤独。”88岁王奶奶拉着爱心车主王
女士的手说。

活动负责人王华兴表示，为切实给老人们提
供帮助，他们提前与养老服务中心对接，了解老人
们实际需求。这次他们为老人们带来了200余斤
水果和价值1500元的图书，希望在给老人们物质
支持的同时，丰富老人们的文化生活。 （鲍讯）

我省第三批乡村民宿等级评定结果揭晓

4家民宿获评“金宿”
本报讯（记者昂颖）日前，2021年海南省第三

批乡村民宿等级评定结果揭晓，共评选出22家省
级“金银宿”。其中，儋州松涛书院、琼海路坡居室
民宿、三亚亚龙湾子水青庐民宿、昌江王下浪悦黎
奢民宿，从41家参评民宿中脱颖而出，获评“金
宿”。海口海控瑶城、定安文笔峰居善观逸居民宿、
三亚栖岛海岛民宿等18家民宿被评定为“银宿”。

截至目前，海南已评选出省级“金银宿”级民
宿61家，其中“金宿”11家。

文昌陈某夫等6人恶势力
犯罪团伙被提起公诉

本报讯（记者金昌波）海南日报记者日前从
省检察院获悉，陈某夫等6人恶势力犯罪团伙涉
嫌敲诈勒索、强迫交易、寻衅滋事等罪一案，日前
由海南省文昌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向文昌市人民法
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陈某夫
等6名被告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并依法讯问了被
告人，听取了辩护人的意见。文昌市人民检察院
起诉书指控：2015年起，被告人陈某夫纠集韩某
畴、王某钊、龙某兴、王某流、陈某丁等人形成较为
固定的团伙，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威胁、恐吓
等手段，向在文昌市清澜码头收购海鲜的被害人
陈某某等多人强行索取“手续费”，数额特别巨大；
以暴力、威胁等手段，强迫在清澜码头收购海鲜的
被害人陈某某、黄某某等人以低于市场价将其收
购的海鲜出售给他们，情节特别严重；被告人王某
钊、龙某兴强拿硬要他人财物，严重扰乱当地经
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依
法应当以敲诈勒索罪、强迫交易罪、寻衅滋事罪等
罪追究陈某夫等6人刑事责任。

本报海口10月16日电（记者叶
媛媛）10月15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
组织召开 2021 年第二次媒体见面
会。海南日报记者从会上获悉，自禁
塑工作启动以来，海口保持高压态势，
持续对销售、运输、储存和使用一次性
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等违法违规行为重
拳出击，截至目前已累计检查各类经
营主体1.86万家次，海口已累计出动
执法人员1.49万人次，立案666宗，扣
押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袋410万个、

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餐具559万个，
共计罚款154.5万元。

禁塑是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和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标志性工
程。为加强该工作持续推进，自
2019年起，海口通过加强组织领导、
明确工作方案、强化舆论宣传氛围、
联合执法加大监管力度、鼓励企业对
不可降解塑料替代品生产研发等方
式，多措并举推动各项禁塑工作落地
见效。

海口市禁塑办有关负责人在会上
透露，自开展禁塑工作以来，海口已取
得明显成效，但目前也面临一些比较
突出的问题：一是监管难度大、监管盲
区多；二是生物降解塑料制品使用成
本高；三是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
岛外输入屡禁不止。

针对上述问题，海口采取多种
举措，加强部门联动，并于今年相继
印发《海口市2021年禁塑联合执法
行动方案》《海口市禁塑工作突出问
题整治方案》和《海口市禁塑宣传大
行动实施方案》等工作方案，明确了
禁塑工作 16 项具体措施、整改期

限，以及各成员单位的具体职责，建
立起联合执法机制，多次开展禁止
省外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运输
入岛专项整治。

受全生物降解替代品价格、质量
和群众使用习惯固化等影响，农贸市
场禁塑问题一直是海口开展禁塑工作
的一大难点。今年以来，海口将该问
题作为“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
的重点工作持续推进，以降低生物降
解塑料制品使用成本为突破口，采取

“政府牵头组织推动、成立市场业主批
量采购代表团、供销双方洽商竞价”等
方式，有效实现了全市主城区40家农

贸市场全生物降解塑料袋的普及和使
用。通过批量采购方式，农贸市场不
同规格的全生物降解塑料袋降价
15%-30%。

此外，海口还通过开展联合执法
行动、禁止省外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
制品运输入岛专项整治等方式强化监
管力度，大力打击各类违法行为。

海口市生态环境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海口将继续加强统筹协调，强化源
头管控，压实日常管理责任，加大政策
支持力度，持续宣传教育引导，找准对
策逐步解决禁塑工作中各个堵点，扎
实推动各项禁塑工作走深走实。

多措并举推动禁塑工作，对违法违规行为持续重拳出击

海口主城区40家农贸市场普及降解塑料袋

关注我省“禁塑”工作

10月16日上午，2021年海
南省少年游泳锦标赛在白沙文体
中心游泳场开赛。来自全省各市
县的13支队伍、200余名运动员
展开泳池大比拼，比赛将持续至
18日。据了解，本次比赛设有自
由泳、蛙泳、仰泳、蝶泳和混合泳
共5个大项。

此次比赛为我省游泳少年运
动员们提供了同台竞技的机会，
为我省游泳运动的发展培养人
才，挖掘人才，促进我省游泳运动
水平的不断提高。

图为参赛选手跃入水中。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水中大比拼
鱼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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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精心筹备、科学组织、强化保障

张信哲“未来式2.0”演唱会海口站顺利落幕

就在演唱会的前些天，海口刚刚经历了两场来自大自
然的考验——10月8日、13日，海南接连迎来台风“狮子
山”和“圆规”。其中“圆规”还是近5年来正面登陆我省的
最强台风。

两次台风间隔时间近、短时间内降水量大，海口难免
受灾，琼州海峡也停航数日。以“圆规”为例，在13日下午

“圆规”登陆我省后，截至14日17时，海口全市树木倒伏
950株、倾斜585株，不少还是“连根拔起”。在风暴潮的作
用下，沿海部分路段也出现海水倒灌。

张信哲演唱会是否还能如期举行？这是不少歌迷心
中的疑问。

直到现在坐在演唱会现场，来自广西的歌迷张杰才明
白，自己之前的担心都是多余的。

“这次的演唱会让我看到了海口强大的行动力。”张杰
说，“从飞机落地海口开始，我目之所及根本看不出台风肆
虐的痕迹，可见海口反应之迅速。”

风走人动，这就是海口的行动力。13日，海口市水

务局排水中心工人们纷纷冒着风雨走上街头，及时打开
积水路段的雨水篦子，清理篦子上的垃圾，以便路面积
水尽早排出；风雨稍微减弱后，海口园林环卫系统职工
集体出门清理积水落叶、折枝树木，并扶正和加固树木，
保障道路通行条件和市民正常出行；海口市市政管理部
门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巡查检查，清理倒在路边影响交通
的行道树，修复沥青路面坑洞、更换灯具和电缆，检修路
灯……

对于一场大型演唱会而言，灾后除了市容的恢复，设
备的运输同样关系重大。琼州海峡停航期间，指挥部并没
有一味“坐等”复航，而是积极协调对接，把能做的工作做
在前面，甫一复航，立即加紧调运设备，确保了演唱会各类
设备如期抵琼。

“海口全市迅速投入恢复工作中，为演唱会如期顺利
举办营造了良好的服务环境，体现了海口市委市政府的应
急管理能力和城市治理能力。”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
育局负责人表示。

风走人动 市容迅速恢复B

10月16日晚，2021张信哲“未来式2.0”世界巡回演唱会在海口五源河体育场“启航”。 高林 摄

10月16日晚，绚烂灯光点亮椰城夜空，因疫情而沉寂的

海口五源河体育场再一次沸腾起来——当晚，2021张信哲“未

来式2.0”世界巡回演唱会在这里“启航”，近万名观众在椰城

“赴约”。据悉，新一波疫情后，首轮大型演唱会仅在海口和广

州、深圳、苏州等少数城市率先“复航”。

一场视听盛宴，一场歌迷狂欢。演出圆满结束的背后，离

不开海口市委市政府的重视支持，各级各部门的通力合作和细

致入微的服务保障。歌迷们从中收获感动与快乐，也更加坚定

了海口市防疫常态化形势下演艺市场的信心。

16日，在2021张信哲巡回演唱
会（海口站）保障工作群里，一条条信
息不断弹出来：预计未来3小时五源
河体育馆阴天有零星小雨、环卫人员
设备到位、安保人员到位、通信信号
满格、供电设施正常……所有前期工
作都在紧张有序地开展着。

根据工作手册，16日17时许，
在五源河体育场内外，各部门、单位
工作人员就位，对讲机里不断传来各
岗位的实时通报。

18时许，不少按捺不住激动的
观众已陆续入场。

“我们没花多长时间就顺利进场
了，很高效。”海口市民严雅维和朋友
沉浸在兴奋之中。她表示，在交警的
耐心指引下，自己很快就在临时停车
位上停好了车，又在志愿者的引导下
找到了检票入口和座位。“主办方想
得很周到，甚至还准备了一次性雨
衣。虽然今天有点冷，但我们感觉很
暖心。”她说。

严雅维所经历的高效，正是海口
相关部门和秀英区政府连日来通力
合作的成果。

实际上，为保障此次演唱会的顺
利举办，海口成立了活动保障工作指
挥部，下设若干保障组，相关工作职

责明确到部门、包干到人。
“根据工作方案，全部工作人员

提前到岗就位，确保现场一切顺利。”
作为演唱会的牵头部门，海口市旅游
和文化广电体育局负责人介绍，演出
现场，指挥部设置了两个医疗服务
点，安排3组医务人员携AED及急
救包不间断巡场；投放环保移动公厕
50座，240L分类垃圾桶50个，660L
垃圾桶6个；三大通信运营商和铁塔
共出动23人、通信保障车3辆、应急
处置车3辆，保障现场通讯信号；加
大途经公交的发班密度，调派45辆
运力开通3条临时专线，有效保障观
演市民乘车需求；提前发布交通信息
和出行提示，并增设临时停车区；提
前对供电电源的2个变电站开展3
轮巡视检查和测温，消除设备缺陷，
并安排专人值守……

夜幕深沉，演唱会圆满落幕。离
场时，歌迷难掩激动，互相交流：“这
场演唱会真是太棒了！”

“通过这场演唱会，作为企业，我们
看到了海口过硬的服务保障能力和良
好的营商环境。这为我们接下来的工
作树立了更多信心，我们也会继续努
力，把更多好项目引进海口。”演唱会主
办方、立梵文化集团工作人员表示。

通力合作 服务细致到位

防疫发展两手硬

“海口是一座风景优美的城市，但这些年来让我印
象更深刻的是它的发展之迅猛。”张信哲表示，自己多次
到访海口，每次都能发现跟上一次的不同之处，“尤其是
海南自贸港建设以来，这里更是大变样了。”

而这也恰恰是张信哲选择将海口作为2021年巡回
演唱会首站的重要原因。他说，海南自贸港的发展为演
唱会提供了保障，海口市人民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也积
极给予帮助与支持，“再加上海南一直以来的防疫措施
都做得比较好，从海口‘启航’，对巡回演唱会的整体安
排是最安全、最有保障的。”

这是在防疫和台风双重影响下、对海口举办大型活
动能力的一场考验。事实证明，张信哲对海口的信任没
有错付，海口不但经受住了这场考验，而且取得了圆满
成功。

回顾过去，在2019年，海口就举办了10多场大型
演唱会，除了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外，华晨宇、杨千嬅、
陈慧娴、张韶涵、谭咏麟、莫文蔚等多位明星歌手也都曾
唱响椰城。通过举办这些演唱会，海口积累了经验，大
型活动的配套服务保障能力也得到了快速提升，干部作
风得到锤炼，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而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海口坚持防疫
和经济社会发展两手抓。今年8月，海口先后新增两例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疫情面前，海口凭借坚实的常态化
防疫基础，出手果断，救治、排查、防控、巩固，环环相扣，
快速落实。在本轮疫情的第19天，海口涉疫区域就全
部调级为低风险区。

在防疫到位的前提下，海口的经济建设加快推进，
旅文活动有序开展。今年椰城的演艺活动格外丰富多
彩，儿童剧、舞台剧、音乐会等各类高质量演出轮番上
演；国庆假期，海口以“‘潮’派达人HI起来”为主题，推
出五大主题精品路线、56场旅文活动，共接待游客
70.71万人次，旅游收入达9.77亿元。

为了做好本场演唱会的防疫工作，海口市卫生健康
委员会印发专项工作方案，凡入场人员须全面落实“实
名制入场”“现场体温检测”“查双码”“戴口罩”和“核酸
检测证明”等5个100%措施。10月15日下午，指挥部
在五源河体育场按照演唱会流程举行应急演练，其中就
包括出现发烧群众现场处置这一项内容。

“我们希望通过举办这场演唱会，提振行业信心，鼓
励企业把更多好项目引进海口。”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
电体育局负责人表示，第四季度是海南旅游旺季，海口
将抓住这一机遇，不断提升大型文体活动的服务质量，
增强自身吸引力，推动更多优质文体项目落地海口，持
续打造“跨年之城”的品牌。

（策划、撰文/赵静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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