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省新闻 2021年11月16日 星期二
值班主任：丁静 主编：蔡佳倩 美编：张昕 检校：招志云 陈伊蕾A06 综合

■■■■■ ■■■■■ ■■■■■

2021“嗨跑海南”
活力大使选拔赛启动

本报海口11月15日讯（记者王黎刚）2021
“嗨跑海南”活力大使选拔赛启动仪式11月15日
在海南大厦举行。

据了解，活力大使选拔赛由网络海选和线下
赛两部分组成，网络海选时间为11月15日至11
月20日，线下赛初赛时间为11月21日，半决赛和
决赛时间分别为11月28日和12月4日。参赛者
年龄限18周岁至45周岁（如有长期进行跑步锻炼
的公众，年龄可延长至60岁），符合条件的参赛选
手可通过“梦大道APP”，“嗨跑海南”官方网站及
小程序中“活力大使”网络海选页面进行报名。

海选将采用网络投票+专家评委评选的形式
进行选拔，线下赛将以运动类型才艺展示为主，结
合问答环节，选拔出热爱海南旅游文化和公益事
业、集健康、阳光、时尚于一身的当代男性、女性，
担任2021年首届“嗨跑海南”活力大使。

此次活动由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
共青团海南省委共同主办，海南省体育总会、海南
省青少年事业发展中心共同承办。

三亚优化调整
4条公交线路

本报三亚11月15日电（记者
徐慧玲）11月15日，海南日报记者
从三亚市交通运输局获悉，日前该
局对三亚47路、51路、崖州3号、崖
州9号等4条公交线路进行优化调
整，旨在满足市民公交出行需求，提
升城市公交服务能力。

涉嫌受贿罪

海口市委原常委、统战部
部长郑柏安被提起公诉

本报海口11月15日讯（记者金昌波）海南
日报记者11月15日从省检察院获悉，海口市委
原常委、统战部部长郑柏安（副厅级）涉嫌受贿罪
一案，由海南省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
关审查起诉。经海南省人民检察院交办，由海南
省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审查起诉。日前，海南省
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依法向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
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人
郑柏安享有的诉讼权利，并依法讯问了被告人，听取
了辩护人的意见。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起诉
书指控：被告人郑柏安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
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
别巨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昌江举办系列公益讲座

传承家风家训
弘扬传统美德

本报石碌11月15日电（记者张文君 特约
记者黄兆雪）11月 15日下午，昌江黎族自治县
2021年“传承家风家训 弘扬传统美德”系列公
益讲座在昌江一小开班。

讲座上，中国家庭教育学会首批特聘讲师王建
华以《好家风 好品格 好人生》为题，从“时光飞逝，
珍惜当下”“未来世界，我来创造”“提升自我，当下三
吃”“约束自我，精益求精”“水和万物，融合共生”“理
解他人，知恩感恩”等方面帮助在场学生了解家风，
通过分析自己、发现自已、提升品格，创造美好人生。

据了解，本次系列公益讲座共举办18场，将
陆续在昌江各乡镇中小学进行。本次活动由昌江
黎族自治县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县教育局、
县妇女联合会主办，海南日报读者俱乐部承办。

“双减”在行动

本报海口11月15日讯 （记者
陈蔚林）近日，省教育厅、省发改委等
七部门联合印发《海南省校外培训机
构预收费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
称《办法》），做好校外培训机构培训
资金监管工作，要求校外培训机构学
费全部采用银行托管模式监管，防范

“退费难”“卷钱跑路”等损害群众利
益的问题发生。

《办法》所称预收费，是指本省校
外培训机构在开展培训业务经营前，
预先收取培训学员的培训服务费用，
学员可在本机构或其经营体系内兑
付相应的培训服务。

《办法》明确，校外培训机构应当
严格按照所公示的收费项目和标准
进行收费，严格执行收费时段与教学
安排协调一致，不得一次性收取或以

充值、次卡等形式变相收取跨度超过
3个月或60课时的费用，预收费时间
不得早于新课开始前1个月。

学员在课程开课前提出退费的，
机构原则上在5日内按原渠道一次
性退还所有费用；学员在课程开始后
提出退费要求的，应按已完成课时的
比例扣除相应费用，其余费用原则上
在15日内按原渠道一次性退还。合

同条款另有约定且不违反上述退费
原则的除外。

根据《办法》，学员与校外培训机
构发生退费纠纷的，机构不得以资金
监管或学员使用培训贷方式缴纳培
训费用为由，拒绝学员的合理诉求。
学员可以通过与机构协商解决，或请
求消费者协会及依法成立的其他调
解组织调解、向有关行政部门投诉、

提请仲裁机构仲裁、向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等途径解决。

《办法》要求，校外培训机构预收学
员培训费的，须采用银行托管模式开展
资金监管，并与符合条件的银行签订托
管协议。托管资金拨付须与授课进度
同步、同比例。实行银行托管前，已收
取但未完成培训服务的预收费资金，应
采取风险保证金方式进行监管。

我省出台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管理办法

学费将全部采用银行托管模式监管

本报讯 （记者李艳玫）日前，由
三亚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提出
立项、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
归口管理、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
布的《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安全管理
与服务规范》（以下简称《规范》）正式
实施。

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指在指定
区域内行驶，以内燃机、电动机或两
者交替驱动，具有4个或4个以上车
轮的非轨道无架线的6座以上（含6
座）、23座以下（含23座）的非封闭型
乘用车辆。该型车是以休闲、观光、
游览为主要设计用途，适合在旅游风

景区、综合社区、步行街等指定区域
运行的车辆。

《规范》对在旅游景区（点）、旅游
饭店、旅游度假区、体育园区、步行街
区等指定区域内，采用内燃机、电动机
驱动或二者交替驱动的非公路用旅游
观光车为游客提供乘车服务的安全管
理与服务进行了标准化细分。内容上
从术语和定义、总体要求、安全管理、
服务规范、监督检查及改进作了要求。

据介绍，当前，旅游观光车以其载
客量大、车费低廉，并具有拓宽游览区
域、缩短游客在途时间等功能，越来越
受到广大游客的喜爱，但穿梭于各区

域内观光车安全运行问题也备受关
注。企业、职工对特种设备作业人员
持证上岗的认识存在偏差，无证操作
等现象普遍存在。《规范》的实施将进
一步提升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安全管
理，保障乘客人身安全，进一步提高服
务质量，提高旅游观光车运营单位经
济效益及对外知名度。

三亚市旅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2016年12月26日，三亚被正式确定
为第三批“全国旅游标准化示范城市”
以来，已先后制定《婚礼服务规范》等
6项婚庆、海鲜餐饮行业地方特色的
地方标准及《婚拍基地经营服务规范》

等3项海南涉旅首项旅游团体标准，
并以三亚制度建设年为契机，结合海
南自贸港建设的大背景下，在海鲜餐
饮、婚拍、游艇三个行业牵头制定了
《三亚市海鲜餐饮行业高质量服务标
准》等三项标准，以更高的服务标准来
适应广大游客的需求。

下一步，三亚将继续深入推进
全市旅游标准化创建工作，全力助
力三亚全域旅游示范区和海南自贸
港建设，进一步推动其他旅游产品
的标准体系，计划制定免税店、冲
浪、网红打卡点等地标、团标及高质
量服务标准。

三亚推进旅游观光车安全管理与服务规范

关注我省“禁塑”工作

■ 本报记者 王迎春 通讯员 陈云珊

保护生态环境，“禁塑”势在必
行。近日，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市场
监管局在全县4家超市、1家农贸市场
投放了6台自助环保袋免费发放机，引
导消费者使用可降解环保袋，用便民
环保的“加法”换取了白色污染的“减
法”，助力保亭“禁塑”工作深入开展。

海南日报记者在保亭某超市门
口处看到，一台自助环保袋发放机
吸引了许多围观者，不少好奇的群
众拿出手机准备扫描二维码。“领取
的操作挺简单的，不到两分钟就搞
定了，每人每天可以免费领取2个，
这种袋子结实又环保，以后逛超市
就不使用普通塑料袋了。”市民王女
士说道。

据了解，保亭县市场监管局将继
续做好自助环保取袋机的“加法”工
作，加大投放力度，在原先5个无偿环
保袋提供点的基础上，逐步增加有偿

提供点，更全面地覆盖县城的商超及
农贸市场，也为群众随时随地购买环
保购物袋提供便利，从而有效减少非
降解塑料袋使用，加快形成绿色环保
的购物氛围，切实维护生态环境和城
市卫生。

同时，该局也将加大监督检查力
度，做好白色污染的“减法”工作。自
海南“禁塑令”发布以来，该局开展多
次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禁塑领域
违法违规行为，引导市场经营者自觉
遵守国家和省有关规定，不进、不存、
不销、不提供不合格塑料制品，大大压
缩了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袋市场的生
存空间。

“‘禁塑’工作是海南推进国家生
态文明试验区建设的标志性项目之
一，经过这段时间的‘加减法’工作，
我县禁塑工作已取得了一定的成
效。我们将进一步强化措施、加大宣
传及执法力度，确保‘禁塑’工作落到
实处。”保亭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
人表示。

（本报保城11月15日电）

保亭在超市和农贸市场投放自助环保袋发放机

扫二维码领环保袋 每天可免费领2个

47路
（立才农场至雅林村委会）

增加“雅亮村委会”公交
站点，优化后线路走向为：

立 才 农 场 —S314—
Y097—S314—X835— 雅
林村委会

51路
（津海建材市场至港务局）

由原“津海建材市场至
港务局”调整为“火车头家具城
至港务局”，取消“津海建材市
场”“第一中学后门”公交站点

崖州3号公交线路
调整为AB线

崖州3号A线取消停靠
“崖州中心渔港”公交站点

崖州 3 号 B线走向不
变，取消“三更村”“三更上
村”公交站点

崖州9号
（三公里村至拱北村委会）

公交线路走向恢复，优
化后线路走向为“三更村委会
—084 乡 道 —Y081—
G225—火车站路—古城北
路—古城北路—火车站路—
G225—吴泊街—Y072乡道
—大茅村”

今年以来
已检查各类经营主体

1178家次

查扣一次性塑料性制品

28.9万个
立案查处

95宗

罚款

9.8万元

已办结

94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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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东坡居儋思想文化研讨会开幕

擦亮“居儋”金字招牌
传承东坡历史文化

本报那大11月15日电（记者林书喜 特约
记者李珂 通讯员谢仿贤）11月15日，第五届东
坡居儋思想文化研讨会暨纪念东坡从政960周年
学术论坛在儋州开幕，来自全国多所高校、社科研
究机构和东坡生平纪念地的专家学者共同聚会，
认真研讨苏学，传承历史文化，为儋州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建言献策，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具有儋
州特色的文化支撑。

参会专家认为，苏轼从政的经历，充满为民、
爱民、助民的政治家情怀，具有丰富的治国理政理
念与实践经验。谪居儋州三年，是苏轼一生仕途
的最后一站，也是他一生思想、文学、人格、意志最
为成熟、最为丰富、最具魅力的时期，特别是他的
思想学术集大成，在儋州完成《东坡易传》《东坡书
传》和《论语说》，代表了北宋时期人类思想文明的
尖端成果。

本届论坛由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海南省旅游
和文化广电体育厅、海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中国
苏轼研究学会指导，海南大学、海南省中国文学研究
中心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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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3日，在海口跨世纪成龙幼儿园秋季“健康快乐”亲子运动会上，家长和孩子们一同体验运动的快乐，加深彼此
的情感交流。据了解，该园还引导孩子们对游戏进行记录与分享，提高幼儿在游戏中的学习能力。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亲子运动乐趣多

儋州白马井实验小学
开展禁毒教育活动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近日，儋州市白马井实
验小学邀请该镇兄弟学校，参观学校禁毒教育基
地，并以“珍惜生命，远离毒品”为主题开展了禁毒
教育活动。

长期以来，儋州市白马井实验小学积极落实
禁毒教育工作要求，坚持开展禁毒教育宣传活动，
增设禁毒教育宣传阵地、特色长廊、宣传展板等板
块，在校内营造了浓厚的禁毒宣传氛围。

同时，该校还形成了校内外结合的禁毒教育
管理体系，辐射带动周边学校毒品预防教育宣传
工作，增强小学生识毒、防毒、拒毒意识，提升他们
自觉抵制毒品侵袭的能力。2019年，该校获评

“海南省毒品预防教育示范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