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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5月5日电（记者金昌波 通讯
员张清）5月5日，海南省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
对被告人罗昌平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暨刑
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一案依法公开宣判，判处
被告人罗昌平有期徒刑七个月并承担在新浪
网、《法治日报》和《解放军报》上公开赔礼道歉
等民事责任。

法院经审理查明：2021年10月6日9时
38分，被告人罗昌平在三亚市住处用手机观看
《长津湖》电影和长津湖战役纪录片视频后，为
博取关注，使用新浪微博账号“罗昌平”发布帖
文，侮辱在抗美援朝长津湖战役中牺牲的中国
人民志愿军“冰雕连”英烈，侵害英雄烈士的名
誉、荣誉。上述帖文因微博用户举报，被微博
平台依据微博社区公约于同日10时8分予以
处理，处理前被阅读22397次。罗昌平于7日6
时20分删除该帖文，经公安机关电话传唤后，
于13时48分在其微信朋友圈发布致歉声明，
但该帖文内容已经在网络上广泛传播，引发公
众强烈愤慨，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当日14时
许，罗昌平到三亚市公安局吉阳分局大东海派
出所投案，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

附带民事公益诉讼部分查明：被告人罗昌
平曾系知名媒体人，于2009年9月9日注册
新浪微博账号“罗昌平”。罗昌平使用上述微

博账号曾发表侮辱、嘲讽英雄烈士等违法帖文
9篇，9篇帖文阅读量累计17613621次、评论
量19152条、转发量32015次。其间，新浪微
博账号“罗昌平”因发表言论违反微博社区公
约被平台处置30次。

法院认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事迹是
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和宝贵的精神财富，
伟大抗美援朝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是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需要全体中华
儿女永续传承、世代发扬，绝不容许亵渎、诋
毁。被告人罗昌平在互联网上侮辱英烈，否定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抗美援朝精神，破坏社
会公共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情节严重，其
行为已构成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应依
法惩处，并承担相应的民事侵权责任。罗昌平
具有自首情节，自愿认罪认罚，愿意赔偿公益
损害赔偿金8万元，用于抗美援朝烈士精神事
迹纪念、宣传等公益事业（并已支付到位于辽
宁省丹东市的抗美援朝纪念馆），法院予以认
可。辩护人请求对罗昌平从轻处罚的辩护意
见成立，公诉机关提请对罗昌平判处有期徒刑
七个月的量刑建议适当，法院均予采纳。

针对检察机关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法院
也作出了判决：责令被告人罗昌平在新浪网、
《法治日报》和《解放军报》上公开赔礼道歉。

侵害英烈名誉荣誉

罗昌平被判有期徒刑七个月
并公开赔礼道歉

■ 本报记者 郭萃 特约记者 刘伟

共享单车乱停放现象该如何整
治？近日，海口市龙华区推出新招：
在金贸街道试点共享单车电子围栏，
市民必须将共享单车停放在指定区
域，否则将无法上锁或采取限制使用
等措施。

近年来，共享单车因绿色出行的
理念受到社会大众青睐。共享单车
自投放以来，给市民日常出行带来了
极大的便利；与此同时，无序停放、管
理混乱也给居民生活和城市环境带
来一定负面影响。

“每次散步都能看到马路两旁的
共享单车停放杂乱，尤其是公交车站
旁或者小区门口随处可见，共享单车

无序停放不仅影响市容市貌，而且给
市民出行造成不便，在一些狭窄的路
段还会带来安全隐患。”海口市民万
先生说道。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龙华分
局金贸中队副中队长张凯告诉海南
日报记者，“以往对于共享单车乱停
放行为，我们只能组织执法人员和共
享单车经营企业前来清理，但是仅靠
我们是很难管理的，必须得让广大市
民参与其中。”

如何形成长效机制，让城市出行
的“最后一公里”井然有序？对此，龙
华区在金贸街道选取了42个点位设
置共享单车电子围栏。目前，美团、
青桔、哈啰3家共享单车企业APP已
在选址点位规划好虚拟停车区域，并

对滨海大道等主要路段设置禁停区，
如市民违规停车将影响后续使用。

5月5日下午，记者在位于国贸三
横路的共享单车停放点看到，停放区
域长约20米，由绿色实线进行划分，
同时还设置了一块醒目的标示牌。

“当车辆不入栏时无法关锁还
车，只有停放在电子围栏P点内才能
正常锁车。”青桔海口城市经理吴伟
华告诉记者，用户使用青桔共享单车
时，青桔APP端也会告知用户在指
定点位进行还车。

而美团单车APP上也已呈现龙
华区共享单车规范停放的区域，用户
正常骑行至P点可进行停放，如用户
不在P点进行停放，后台会触发提醒
短信至用户手机，每个用户有4次豁

免，豁免次数结束后，用户仍然不按
P点进行停放将触发扣费2元作为罚
款。哈啰单车则为骑行用户配置12
分骑行分，违规停放三次以上后每次
违停将扣除3分，待12分扣完后将
影响用户使用单车。

“此次所选的42个点位都是位
于农贸市场、大型商圈以及人流密集
的小区周围的二级和三级公路上，确
保既能方便居民出行也不影响行人
通行。”张凯说道，“下一步，我们还将
联合交警部门，对电子围栏内乱停放
的其他单车以及电动车进行监管，也
呼吁市民游客在使用共享单车时按
规定停放到指定区域，共同维护城市
公共秩序和形象。”

（本报海口5月5日讯）

海口试点治理共享单车停放乱象

共享单车乱停放？电子围栏“拦”下来

本报讯（记者金昌波 通讯员崔
善红 张龙剑）日前，省高院下发通知，
在全省法院开展为期六个月的打击整
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依法严惩养老
诈骗违法犯罪，广泛开展以案释法宣
传教育，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老
年人法治意识和识骗防骗能力，形成
养老诈骗“人人喊打”的社会氛围。

通知要求，全省三级法院要坚持法

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以事实为依据，以
法律为准绳。突出打击重点，把打击
锋芒对准以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
项目、销售养老产品、代办养老保险、
开展养老帮扶等名义实施的非法集
资、诈骗等各类犯罪。要贯彻宽严相
济的刑事政策，对于造成严重经济损
失、严重后果，社会影响恶劣的案件，
要坚决依法从严惩处，该重判的坚决

重判。要把追赃挽损作为重中之重，确
保打击有力，惩治有效，保护有度。

通知强调，要充分利用各类新闻
媒体，做好宣传活动。利用公开开
庭、公开宣判等方式，结合典型案例，
以案说法，加强法治宣传，集中开展
打击整治养老诈骗宣传教育活动，让
涉老反诈宣传进社区、进家庭，揭露
养老诈骗的套路，帮助老年人提高识

骗防骗的能力，形成“不敢骗、不能
骗、骗不了”的良好社会氛围。

据悉，为了广泛接收群众举报线
索，畅通举报渠道，中央政法委在
12337智能化举报平台开通举报通道，
海南省通过电话（0898-65236918）和
电子邮箱（hndjzzylzp@163.com）受
理养老诈骗违法犯罪的线索。欢迎广
大市民提供养老诈骗违法犯罪线索。

全省法院启动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为期半年

守护好百姓养老“钱”

本报海口5月5日讯（记者尤梦瑜 通讯
员胡元琦）海南日报记者5月5日从省纪委监
委获悉，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党政办公室副

主任林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经省纪委监委指
定管辖，目前正接受澄迈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
和监察调查。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党政办公室副主任林盛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海南农垦商贸物流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原副总裁、
海南海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杨政

涉嫌严重违法接受监察调查
本报海口5月5日讯（记者尤梦瑜 通讯

员董伟波 王剑锋）海南日报记者5月5日从
省纪委监委获悉，海南农垦商贸物流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原副总裁、海南海垦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原董事长杨政涉嫌严重违法，经省监委指定
管辖，目前正接受文昌市监委监察调查。

原海南电力置业有限公司经理黄开平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本报海口5月5日讯（记者尤梦瑜 通讯
员黄彦）海南日报记者5月5日从省纪委监委
获悉，原海南电力置业有限公司经理黄开平涉

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海南电网有限责
任公司纪委纪律审查；经省监委指定管辖，目
前正接受海口市监委监察调查。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 特约记者
高春燕）2022年海南省高职对口单
独招生考试定于5月21日进行。省
考试局要求，自5月7日起，所有考
生须进行每日实名健康打卡，考试时
须持考前48小时内1次核酸检测阴
性证明进场。

5月18日至21日，考生可登录

省考试局网站（http：//ea.hainan.
gov.cn/），凭报考卡和密码进入高
职分类招生报名系统下载打印《准
考证》，并按照《准考证》上标注的考
试地点、考场和考试时间准时参加
考试。

根据疫情防控工作要求，自5月
7日起，所有考生须通过微信或支付

宝等APP进行每日实名健康打卡。
考前，相关部门将对所有考生健康码
信息进行筛查，未申领健康码及行程
码的人员不得参加考试。

省考试局提醒，备考期间，考生应
尽量避免与省外来琼人员接触、避免
到人群聚集场所，密切关注自己的健
康码状况，如出现健康码红、黄、灰码，

应及时咨询当地卫生防疫部门，按要
求采取措施，检测核酸，及时转码。

考试期间，所有考生进入考点
时须出示健康码绿码、行程码绿码
及考前48小时内 1次核酸检测阴
性证明，经工作人员核验无异常后
方可进入常规考点、常规考场参加
考试。

我省高职对口单独招生考试21日开考
考生须提供考前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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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海口经济学院与湖南
中广天择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在原传媒
学院的基础上联合创办中广天择传媒
学院。作为学校首家校企合作举办的
二级学院，五年多来，中广天择传媒学
院始终秉承“独立思考，崇尚实践”的办
学理念，坚持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目
标，科学构建模块化课程体系，在人才
培养模式改革、师资队伍优化、实践教
学强化等方面持续探索创新，促进了教
育教学质量稳步提升。

以实践教学为抓手，构建“专业导
向、能力本位”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致
力智媒时代优质传媒人才培养

连通行业资源，实现行业资源的教
学转化，项目嵌入、项目伴随强实践。

学院积极探索“课程教学项目化、
实践项目设计化、实践训练实战化”的
实践教学新路径，逐步建立起“基础实
践（教室）—高阶实践（实验室）—综合
实践（工作室/孵化平台）—行业/项目
实战（行业/企业）”的递进式传媒实践
教学新体系，为培养“厚基础，强实践，
高素质”的现代应用型传媒精干人才创
设了条件。

在长沙，学院与长沙广播电视台、
中广天择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联合推出

了行业实践项目——“融媒体优才计
划”，选派学生进行为时3个月的顶岗
实践（习），现已开班4届，参与学生超
200人。其中，学员刘志豪成为第一位
留在长沙广电融媒体事业部的“优才”
学员，现已成为行业精英人才，目前加
盟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学员李峰
伟日前正式入职中国青年网。

在北京，学院与国家体育总局手曲
棒垒球运动管理中心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每学期派出10名学生前往训练基
地，进行为期三个月的跟拍、剪辑、新媒
体运营实训，优秀者可直接入职。

在海南，学院创设服务海南自贸港
建设的“卓越计划”实践项目，该项目旨
在通过整合打通海南广电、南海网、海
口融媒体中心等行业资源，实现校地产
学研用深度融合，在锻炼提升学生专业
技能与综合素养的同时，也为海南自贸
港建设提供智力支持与人才支撑。
2022年4月20日至22日，学院与海南
国际传播中心联动，选派“学生记者团”
全程参与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报
道，该团也是全国高校中进驻博鳌实地
采访报道的唯一学生记者团。

打通课堂与行业之间“最后一公
里”，让每位学生都能在校园获得行业

实战实训机会。
学院以传媒头部企业为牵引，共同打

造专业工作室、产学研孵化平台。目前，
设立了艺术创作中心、视觉中心、宣发中
心等3个产学研孵化平台以及达·芬奇调
色工作室、声音集市工作室、新新闻工
作室等10余个专业工作室，内容涵盖
广播电视及新媒体节目策划制作、新闻
采编、摄影摄像、广告创意、后期剪辑等
媒体生产基础环节。专业工作室与产
学研孵化平台采用“学生主导，教师指
导”工作模式，现已成为学院开展课外
实践教学的核心平台，其主要岗位与任
务均由学生担纲实施，不仅促进了专业
实践教学的综合、深层开展，在取得良
好实践教学效果的同时，其市场价值已
逐步凸显。

另外，学院还创建了全国高校首家
全媒体直播间——“融媒体户外直播
间”，实现了“把生产一线搬进校园，让
行业实战走进课堂”的平台建设目标。
2021年11月，学院联合海口音乐广播，
邀请中央电视台《中国新闻》首任主播
徐俐老师亲自参与了校园电台直播，从
节目策划到晚高峰特别节目直播，150
名传媒学子全程参与。

做足“专业”文章，优化专业人才培
养方案，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重视人才培养，以“大咖讲堂”“传
媒精英训练营”为推手，拓展学生专业
视野。

学院延续了五年的品牌实践教学
经典案例“大咖讲堂”，将一线顶尖专
家、头部卫视或者新媒体业界大咖请进
课堂授课。五年来，先后邀请到87位
行业精英来院授课。如“芒果台声”丁
文山，在学校录音间用实战状态教授学
生配音的专业技巧，近距离传递声音的
力量；《新周刊》创始人孙冕，牵头组织
以开拓行业视野为导向的“未来传媒精
英训练营”，并邀请演员喻恩泰、媒体人
陈艳涛、雷磊等一道，以新媒体运营实
战为训练内容，实施了为期一周的训练
计划。该项目现已开办3期，参与学生
近300人。

倾力打造课程“双导师”，实战团
队、高端师资、大师精英进课堂。

学院深度嫁接行业资源，延请活跃
在行业最前沿的行业精英、专家，通过
直接参与教学计划/内容制定、集中授
课、指导学生实践创作等方式，倾力打
造课程“双导师”。近五年来，学院先后
延请著名朗诵家胡乐民、中国首位华人
摄影“哈苏大师”谢墨、中广天择总制片
人颜屹峰、长沙广电集团首席新闻主播
李丹、《中国报道》总编辑张红祯等近百
位行业专家，与学院专任教师一起组建

“双导师”，从理论、实践等方面给予学
生联合指导，育人效果显著。

持续加持，多重保障护航“专业”属
性，助推人才培养质量上升新高度。目
前，校企共同建成了近100人的行业一
线实践导师库，分别覆盖新媒体、导演、
摄影摄像、主播、编剧、特效制作等岗
位。同时，学院还整合企业资源，建立
了专业教学/实践案例库。以导师库、
案例库为代表的校企教学资源互融互
通，将有力助推课程教学与专业建设，
从而作用于高质量应用型人才的培育。

德育智育双管齐下，育人育才成果
斐然

注重德育实效，提升育人品质。
学院始终将基层党团建设、青年学生
思想引领贯穿于思政工作和“三全育
人”全环节。2021年，学院 2017级广
播电视编导专业学生牟晓涵荣获“全
国优秀共青团员”称号（海南省仅4名
青年获奖）；2021年，学院获评“海南省
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假‘三下乡’社会
实践优秀团队”；2017级播音与主持艺
术1班团支部获得“海南省五四红旗团
支部”称号；学院连续五年考研、英语
四六级通过率位列全校第一；2021年，
学院2017级广电编专业学生王誉涵同
时获得剑桥大学、墨尔本大学硕士研
究生录取通知书，后选择进入墨尔本
大学就读。

以赛促学，成效显著。学院以专业
工作室为基础，将专业赛事的指导、培
训等纳入专业素质拓展范畴。2018-
2021年，学生在传媒各个领域的国内
外大赛中屡创佳绩，专业赛事获奖达
437项，其中：国际级16项、国家级123
项、省部级298项。特别是，在2019年

“全国第十二届高校摄影教育成果展暨
亚洲高校摄影艺术展”中，斩获11项大
奖，位列全国高校第二；学生郭雅静在

“2019第十一届海峡两岸电视主持新
人大赛”中荣获全国银奖；学生陈平阳
在“2020丝路国家青少年国际摄影竞
赛”中荣获C组（18-23岁）金奖等。

发挥专业优势，促进对口就业。
遵照教育部专业建设相关要求，学院
有效完成了行业资源的教学化转变，
学生的专业能力与综合素养得到较大
幅度提升，实现了较高质量的专业对
口就业。比如：李思琪，现为联合国纽
约总部新闻部顾问，主要作品有“联合
国会客厅”；闫格，现为中央电视台农
业农村频道《乡村大舞台》栏目随行记
者兼导演组副导演；胡安澜，现为湖南
广播电视台电视剧频道编导；郭雅静，
现为海南卫视、三沙卫视《天气预报》
主持人等。

校企合作探索中进取的五年，只是
一个学院发展史上一个小小的刻度，未
来，中广天择传媒学院将继续高举实践
大旗，为创办国内一流的创新实践型传
媒学院而不懈奋斗。

（撰稿/佘红云 石林）

以实践教学为抓手 推进产教深度融合
——海口经济学院产教融合发展之路

海口经济学院毕业生李思琪任职联合
国纽约总部新闻部顾问。

（图片由海口经济学院提供）

知名主播徐俐走进海口经济学院中广天择传媒学院“时光沙漏”融媒体户外直播
间进行现场教学。

4月21日，海口经济学院学生记者团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上采访参会嘉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