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萌犬守国门
近日，在海口海关监

管犬基地，训导员在对监
管犬进行日常训练。

据了解，自 2018 年
开始，海口海关在海口美
兰国际机场应用监管犬
开展日常查缉工作。截
至目前，海口海关共有4
条监管犬用于执勤。

据统计，自 2018 年
监管犬投入查验至今，海
口海关共截获禁止进境
物品1996批次。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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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原党组成员、副厅长
支红彬被提起公诉
涉嫌受贿罪

本报海口11月30日讯（记者金昌波 习霁
鸿）海南日报记者11月30日从省检察院获悉，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支红
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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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海南
省海口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向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
人支红彬享有的诉讼权利，并依法讯问了被告人，
听取了辩护人的意见。海口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
控：被告人支红彬身为国家工作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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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琼山区举办
综合素质能力提升培训班
150多名网格管理员参加

本报海口11月30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
员林思良）11月29日至30日，2021年海口市琼
山区网格员综合素质能力提升培训班（第一期）在
海口举办，琼山区150多名网格管理员参加了此
次培训。

据介绍，2021年海口市琼山区网格员综合素
质能力提升培训班共分2期，共309名琼山区网
格员参训，培训旨在提高琼山区网格员的业务能
力和服务水平，加强意识形态学习，提高队伍的凝
聚力、组织力和战斗力，推动琼山区网格化管理工
作全面提升。

此次培训以专题教学为主，设置了“城市社区
网格化管理与服务”“社服通——基础信息采集”

“城管通APP使用培训”“网格员绩效考核系统”
“基层矛盾有效化解与群众工作方法”“网格员社
区禁毒知识”“从心出发，做好网格员调解工作”等
主题讲座。

本次培训海口市琼山区民政局主办、海南省
宣传干部培训中心承办。

海南陵水足球队
冲乙成功

本报海口11月30日讯（记者王黎刚）2021
年中冠联赛四分之一决赛11月30日在云南玉
溪结束，海南陵水鼎力队和珠海琴澳队在90分
钟常规时间内战成平手。在点球大战中，陵水队
7：6战胜珠海琴澳队，晋级4强，冲乙成功。

陵水队分在C组，同组球队有淄博齐盛队、泾
川文汇队和梅州梅县球乡队。共有16支球队参
加总决赛，分为4个小组。

比赛先进行小组赛，每组进行单循环比赛，每
组成绩最好两支球队进入排位赛。进入淘汰赛的
8支队伍进行三轮交叉淘汰赛，直至决出中冠联
赛所有名次。本次比赛的前4名队伍将升入中
乙，第5名和第6名将与中乙的最后两支队伍踢
附加赛，获胜队伍晋级中乙。在小组赛中，陵水队
3战2胜1负。

本报海口11月30日讯 （记者
赵优 实习生陈梦馨 通讯员李艺娜）
在即将开幕的2021年（第二十二届）
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中，组委会将
首次通过线上抢票、以“旅游+金融”
送出千万大礼包等方式，吸引更多市
民游客亲身体验一年一度的海南岛
欢乐盛宴。

今年欢乐节倒计时自12月1日
起，到欢乐节开幕式12月10日止。
10天的时间里，市民游客均可以通
过海易办-码上办事微信、支付宝小
程序和APP，在线上参与开幕式活动

及12月10日开幕的2021年（第六
届）海南世界休闲旅游博览会、2021
年（第七届）海南国际旅游美食博览
会、2021年（第二届）海南国际旅游
装备博览会等三个展会的门票抢
票。12月1日至10日，海易办-码上
办事平台每天16时30分发放门票1
千张，总计1万张。12月10日8时，
该平台还将发放12月11日至12日
椰岛欢乐嘉年华活动的3万张门票。

“节庆+金融”是本届欢乐节的
另一个创新，相关金融机构将会送出
近千万元欢乐大礼包。中国银联将

携手光大银行打造“欢乐购”活动，活
动覆盖18个市县、42个商圈、9家免
税店等约3000家商户门店，12月1
日起至12月31日，市民游客可以通
过云闪付APP享受最高30元优惠的

“欢乐购”。
光大银行将特别推出“瓜分百

万‘欢乐币’”活动。12月 1日至 9
日，市民游客可通过关注“中国光大
银行海口分行”微信公众号，参与

“每日签到”和“刷欢乐币小游戏”收
集欢乐币。市民游客从线上获取的

“欢乐币”，在12月1日至31日期间

可无门槛直接兑换星级酒店入住
券，或作为通用红包在各联盟商家
使用。这是欢乐节组委会首次推出

“欢乐币”。
本届欢乐节期间，省旅文厅旗下

“智游海南”APP及小程序将成为欢
乐节资讯官方发布平台，发布欢乐节
各项活动、福利发放、精彩演出、旅游
线路等丰富资讯。此外，“智游海南”
还联合欢乐节组委会精选2021海南
欢乐节10款 IP形象及元素，推出1
万个定制欢乐主题微信红包封面，并
将于12月1日至10日每日上午10

时限时发放。
本届欢乐节期间，还有更多欢乐

节专属定制产品在倒计时活动现场、
开幕式现场等欢乐节活动中免费派
送，如欢乐节微笑口罩、欢乐节专属
定制饮品“欢乐海岛·椰椰摇”和“欢
乐节”雪糕等。

此外，12月10日及11日晚，互
动魔术魔幻剧《魔法城堡探险之旅》
和海南7大高校联袂奉上的《欢乐海
南·筑梦青春》演出将先后在海口世
纪公园上演，让市民游客全方位感受
欢乐氛围。

数万张门票免费送，千万元优惠享不停

欢乐节一大波福利今起“空降”

本报海口11月30日讯 （记者
赵优 实习生陈梦馨 通讯员李艺娜）
12月1日-12日，2021年（第二十二
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倒计时活
动、开幕仪式和椰岛欢乐嘉年华等3
大板块的22项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的各项活动将陆续上演，以吸引市民
游客积极参与，拉动海南旅游旺季消
费，促进消费回流。

在为期12天的活动中，欢乐节
组委会将在全岛推出9个欢乐驿站，
其中5个是官方欢乐驿站，4个由美
团、去哪儿、携程、途牛四大在线旅游
平台推出。其中，5个官方欢乐驿站
分别设置于海口日月广场、海口望海
国际、海口远大购物广场、三亚大东
海（夏日百货）和儋州海花岛；其余4
个欢乐驿站将分别设置于海口万豪

酒店、海口万丽酒店、海口美兰国际
机场和万绿园。市民游客可以到欢
乐驿站内领取微笑口罩、拍摄打印微
笑照片、打印“欢乐节限量版”明信片
以及获取欢乐节资讯等。同时，各个
欢乐驿站还会定期组织快闪秀，让市
民游客体验和感受欢乐驿站的欢乐
氛围。

与欢乐驿站同时启动本届欢乐

节倒计时的，还有码上办事线上抢票
系统、“智游海南”欢乐节资讯、光大
银行瓜分百万“欢乐币”活动、“缤纷
大篷车，奇趣欢乐颂”巡演活动。此
外，美团、去哪儿、携程、途牛等在线
旅游平台也将同步启动七条主题旅
游线路产品销售。

即将于12月1日开始的“缤纷
大篷车，奇趣欢乐颂”巡演活动将在

5天的时间里分别到海口、三亚、万
宁、五指山、昌江等5个市县，开展大
篷车音乐巡演活动。“大篷车巡演将
在5个市县轮流路演，活动将会融入
特色民歌音乐表演、电影放映、精彩
互动游戏等。”组委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此次推出的大篷车将作为欢乐节
一个流动广告，在各市县间穿梭为欢
乐节造势预热。

本届欢乐节首次开启倒计时活动
22项活动将陆续上演

关注2021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 发现最美铁路
感受环岛高铁魅力

本报海口11月 30日讯 （记者王培琳）11
月 30日，“发现最美铁路·感受环岛高铁魅力”
网宣活动启动仪式在海南粤海铁路南港举行。
活动将走访三亚动车所、海南铁路博物馆、广铁
集团乡村振兴定点帮扶对象——卜效村、海口
综合维修段等地，体验铁路现场作业，感受海南
铁路的独特历史。同时，还将走访全国乡村治
理示范村——凤会村、美丽乡村——沙美村等
地，深度了解海南铁路服务海南经济社会发展
的情况。

参访团还将乘车体验环岛高铁，观摩粤海轮
渡工作演练，感受环岛高铁魅力。通过参观海南
省定安县卜效村、体验铁路助力乡村振兴，宣传海
南自由贸易港社会经济发展情况。

据了解，粤海铁路轮渡是我国第一条跨海铁
路通道。

本次活动由中央网信办网络社会工作局、国
铁集团党组宣传部主办，海南省委宣传部指导，海
南省委网信办、广铁集团承办。

本报三亚11月30日电（记者李
艳玫）11月30日晚，2021第25届中
国·三亚天涯海角国际婚庆节落下帷
幕。当晚，年度颁奖盛典在天涯海角
游览区举行，颁发最受欢迎婚纱摄影
品牌、最受新人欢迎目的地婚礼酒店
等10个奖项。

本届天涯海角国际婚庆节由中共
三亚市委宣传部、三亚市旅游和文化
广电体育局指导，三亚市旅游推广局、
三亚旅游文化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主
办，三亚市天涯海角旅游发展有限公
司承办。

三亚天涯海角
国际婚庆节落幕

本报海口11月30日讯（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胥圣兰）11月30日，海
控全球精品免税城对酒水、香化等品
牌专柜进行了再升级，独家引进多个
新品牌，并推出多种优惠打折活动，
为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购物选择。

据悉，这也是海控全球精品免税
城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抢抓海南旅游
旺季机遇，加快释放离岛免税消费潜
力，促进消费回流而推出的重要促销
活动。

据悉，免税城L3层的酒类专场
更加注重“酒的世界”主题打造，不仅
展示了消费者喜爱的马爹利、人头
马、轩尼诗、麦卡伦、日本威士忌等名
酒，还新引进了苏格兰知名威士忌品
牌格兰冠、干邑品牌哈迪，以满足消
费者的不同需求。

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相关负责
人说，此次L3层酒类专场的正式营
业，是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焕新”
升级的一个亮点，给广大消费者提

供了一个更加专业、高端、宽敞的选
购区域，相对集中的区域也有利于
品牌展示，突出各自优势，同时每层
一个主打品类，也更加符合消费者
的购物习惯。

据了解，当天除了酒类专场之
外，海控全球酒精品免税城还对部
分品牌专柜进行了再升级，引进了
新品牌和新品类，其中海控全球精
品免税城引进的美国彩妆品牌UR-
BAN DECAY、法国彩妆品牌克里

斯提·鲁布托、英国香水品牌潘海利
根，均为海口地区首个品牌专柜，而
来自荷兰的身体护理和家居品牌
Rituals 则是首次登陆海南离岛免
税市场，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加多样
化的产品选择。

此外，爱马仕美妆、玩具品类的
万代、乐高等品牌也纷纷亮相海控全
球精品免税城，箱包品牌新秀丽、手
表品牌飞亚达等也将在近期入驻海
控全球精品免税城。

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推出促销活动促消费回流

“海量品牌+多种优惠”搅热岁末消费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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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陵水黎族自治县委统战部前
往该县英州镇商会、民营企业开展“查堵
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调研工作。在
走访中，调研组详细了解商会会员企业
在项目建设、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困难、诉
求，并现场联系相关部门，协调解决问
题，助力企业发展。

聚焦民营企业的“急、难、愁、盼”，努
力为企业解忧纾难，是陵水县委统战部
注重做好统战工作的一个缩影。近年
来，该县委统战部以支持民营经济健康
发展、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拓展对台交
流工作为主要抓手，不断创新统战工作
的方式方法，提升统战工作质量，努力为
海南自贸港建设、陵水经济社会发展贡
献统战力量。

民营经济是推动海南自贸港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主体。陵水县委统战部坚持
把加快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摆在突出位
置，积极发挥牵头协调作用，联合工商联
组织，广泛团结民营经济人士。从建立
健全涉企惠企政策保障机制，到帮助民
营企业纾困解难；从推动实现全县乡镇
商会组织全覆盖，到注重发挥民营企业
家示范作用……县委统战部工作落点
准，措施实打实，促进着民营经济“两个

健康”发展，激励着民营企业建功海南自
贸港。

一张张奖状，一项项荣誉，一组组数
据，浸透着奋斗的汗水，展示着拼搏的成
果。在持续努力下，陵水县英州镇商会
被评为 2017—2018 年度、2019-2020
年度海南省“四好”商会以及 2019-
2020年度全国“四好”商会。在商会组
织引导下，近年来，当地民营企业积极参
与精准扶贫工作，结对帮扶贫困村，尽全

力帮助村民脱贫致富。在此期间，先进
人物不断涌现：雅居乐集团海南区域荣
获2019年度中华慈善总会全国慈善爱
心企业奖，县民营企业家刘德林荣获全
国农牧渔业丰收奖；戴扬荣获全国南繁
工作先进个人、海南省劳动模范称号，黄
凌燕荣获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全国向
上向善好青年”等称号。

打造侨胞之家、强化阵地建设，坚
持维护侨胞侨益、用心用情做好服务，

发挥侨联组织优势、做好招商引资工
作……凝聚侨心、汇聚侨智助力海南
自贸港建设，是陵水县委统战部做好
统战工作的又一着力点。同时，县委
统战部紧紧围绕“依法护侨，为侨服
务”宗旨，多次深入全县侨民集中区，
调研基层侨务工作开展情况，了解侨
界群众生产生活、关注的焦点热点问
题等情况。为引导归侨侨眷、海外侨
胞为自贸港建设建言献策，第一届县

侨联组织于2020年5月成立。
与此同时，陵水县委统战部全方位、

多层次开展琼台交流合作，对台交流工
作更有活力、内容更富特色。近年来，县
委统战部参与筹办“情系两岸琼台一家”
姻亲交流活动、两岸诗会“为人民读诗”
公益诗歌活动及“记住乡愁”主题诗歌音
乐会等，加深两岸同胞的理解与认同，也
展示了海南自贸港和陵水的良好形象。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十四
五”时期，是海南自由贸易港的重大战
略机遇期。展望未来，陵水县委统战部
将继续担当实干创新，努力画出更大同
心圆，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贡献
统战力量。

（撰文/沈安珈 何光兴）

陵水县委统战部不断创新统战工作方式方法，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贡献力量

画好同心圆 奋力谱新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