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受影响路段

海甸二东路（海达路至和平大道段）
海甸五西路（世纪大道至碧海大道段）

盐灶路（菜市场段）

海水倒灌时间表

6月16日

最高潮位263厘米，出现时间为20时36分

6月17日

最高潮位264厘米，出现时间为21时37分

6月18日

最高潮位257厘米，出现时间为22时2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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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两天：

海口部分路段
或出现海水倒灌

本报海口6月15日讯（记者习霁鸿）海南日
报记者6月15日从海口市排水设施事务中心获
悉，受潮汐影响，6月16日～6月18日，海口地势
较低的海甸二东路（海达路至和平大道段）、海甸
五西路（世纪大道至碧海大道段）和盐灶路（菜市
场段）等三条路段可能会出现海水倒灌，路面会积
水深10厘米至20厘米。建议市民开车时绕行上
述路段，途经时减速慢行。

海文澄定屯5市县签约

打造“海口经济圈”
公共就业服务平台

本报海口6月15日讯（记者邓海宁）6月15
日下午，“海口经济圈”劳务对接签约会在海口举
行，海口、文昌、澄迈、定安和屯昌5个市县签约，
将在未来3年内共同携手打造开放合作的公共就
业服务平台，为区域内合作发展提供新动力，共同
推动劳动力跨区域有序流动，实现区域间优势互
补、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据了解，“海口经济圈”各市县将在技能提升、搭
建岗位对接平台及政策咨询、就业指导等方面实现
跨区域协作，积极解决输出地就业问题，输入地建立
本地区岗位供给清单，每月收集优质岗位，积极提供
给输出地，并协商每年不定期举办专场招聘活动。

我省举行防范非法集资
集中宣传日活动

本报海口6月15日讯（记者王培琳）6月15
日是防范非法集资活动集中宣传日，我省举行防
范非法集资宣传月线上点亮仪式，启动海南省防
范非法集资知识答题团队争霸赛，并在全省各市
县集中开展一批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活动。

据了解，6月以来，海南省处非办牵头组织27
个省直成员单位及各市县处非工作领导小组，以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深入开展全行
业、多层面的宣传月活动。

今年的宣传月活动中，我省进一步丰富了线上
活动形式，策划老少皆宜的活动方式和内容，倡导以
家庭为单位，共同参与。广大百姓可以通过海南省地
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微信公众号或网站参与线上助力
及知识答题活动，知识答题活动将持续至21日，也可
以通过海南省处非办官方抖音号观看防非视频展播。

中国电信海南公司：

涉案电话诈骗电话举报
今年以来同比下降70%

本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陈孝谊）6月15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中国电信海南公司获悉，为高
效推进防诈反诈工作，该公司通过IMS防诈骗系
统建设和应用，不断提高不良语音智能分析系统
监测处置效率和拦截精准性，并在此基础上新增
异常开卡、高危套餐等模型，公司防诈能力持续提
升。数据显示，该公司自今年以来涉案电话、诈骗
电话举报情况同比下降70%。

为加大防诈力度，该公司组织全体员工参加
“防诈反诈”知识培训，以案说教，以案促改，以案警
示，提高全员反诈意识，筑牢思想防线。同时，为提
高市民防范意识，该公司对外安排部署防诈公告，并
安排制作台卡、手册到厅店，对境内外疑似诈骗电话
开展持续短信提醒。对新开户客户，要求签订业务
告知书，明确告知私下买卖手机卡属于犯罪行为。

关注打击诈骗宣传月

《海南省安居房建设技术标准》

主要特点

“两高”

高耐久、高品质

“两好”

好环境、好邻里

“两节”

节资源、节投资

从安居房的项目策划、规划、配套、建筑
设计、结构设计、建筑设备、装饰装修、验收
与交付、运行维护等方面明确标准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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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全民禁毒在行动”宣传月

本报文城6月15日电（记者陈
蔚林）“渔民朋友，不要因为暴利铤而
走险，成为犯罪分子走私、贩卖、运输
毒品的帮凶！”6月15日，海南省府城
强制隔离戒毒所蒲公英禁毒宣讲团
（以下简称“宣讲团”）走进文昌市昌洒
镇昌茂村，为渔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
禁毒普法宣讲课。

选择昌洒镇开展宣讲极具针对
性。海南省府城强制隔离戒毒所驻文
昌市社戒社康工作指导中心负责人俞
新彬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受新冠疫情
影响，国际贩毒集团不断调整毒品贩
运路线，经过海路运输进入我国的毒

品占比不断增加。昌洒镇周边海岸线
长，过去一年间，相关部门两次在附近
海域打捞到疑似毒品漂浮物。对周边
渔民进行禁毒普法教育迫在眉睫。

为了让渔民们直观地认识到毒品
的种类和危害，宣讲团将毒品样品仿
制品带到课堂逐一展示：“这几种是大
家比较熟悉的鸦片、冰毒、海洛因，这
几种则是伪装性极强的新型毒品——
看似糖果、茶叶、奶茶粉，其实都是隐
藏在我们身边的‘毒魔’。”

渔民们围了过来，认真学习辨别毒
品。宣讲团成员、海南省府城强制隔离
戒毒所心理健康指导中心主任梅建文拿

起几张“邮票”展示：“这几张薄薄的‘邮
票’含在嘴里就能‘吸食’，甚至透过皮肤
就能渗入人体。它们看起来不过指甲盖
大小，其实致幻性是大麻等传统毒品的
数倍，隐蔽性极强、危害性极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走
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
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
罚。”梅建文特别强调，不要以为只是
帮忙运输而不参与贩卖毒品就不算违
法犯罪。法律明确，只要参与毒品运
输，就会根据情节严重程度进行量
刑。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1千
克以上、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50克

以上或者其他毒品数量大的，可处15
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
没收财产。

梅建文循循善诱：“同时，我们针
对毒品违法犯罪举报设置了奖励办
法，如果发现有关线索，请及时向有关
部门反映。”

触目惊心的案例、生动鲜活的讲
述，给渔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文昌市
昌洒镇昌茂村委会委员符策奋说：“听
了这堂课，我们深感震撼也很受教育，
原来毒品离我们渔民并不遥远，对待毒
品隐患不能掉以轻心。作为村干部，我
将引导广大渔民远离毒品犯罪。”

紧盯毒品海上运输风险，省府城戒毒所开展针对性宣讲

禁毒课送到渔民身边
海口市美兰区：

戒毒人员创业就业
培训班开班

本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胥瑞
钟焕波）近日，海口市美兰区在光阳社
区居委会举办戒毒人员电商直播创业
就业培训班。

该培训班由海口市美兰区和平南
街道办事处联合海口和平南商会电商
孵化平台、海南省嘉树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共同举办。培训中，主讲老师通过课
前互动了解参会学员掌握使用视频
APP的普及情况，并向大家分享了直播
经验，以亲身经历为大家树立信心。

此次电商直播培训有效提升了戒
毒人员的就业认知，为戒毒人员拓宽了
就业渠道，有利于维护良好戒毒成效。

■ 本报记者 叶媛媛 通讯员 张博

风吹稻浪，十里飘香。眼下正是
水稻收割季节，6月15日上午，定安
县富文镇的田洋里收割机轰轰作响，
在机器的来回翻压下，一株株秸秆被
粉碎后与泥土充分融合。经过时间的
沉淀，他们将变成沤肥，成为下一轮耕
作的肥料。

秸秆如何处理，一直是农作物丰
收后的大问题。近来，定安县通过机
械还田化、秸秆饲料化等措施，将秸秆

变废为宝，不断提高秸秆的综合利用
水平。

“以前秸秆要么在地里烧掉，要么
堆在田里，不仅污染环境，还影响下一
茬作物的生长。”望着原本满是秸秆的
稻田被推平，富文镇水稻种植户叶秋
花的脸上泛起笑容。

通过机械化还田提高秸秆综合利
用率，是定安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
用的一个缩影。以翰林镇为例，该镇
正通过“低茬收割+翻耕还田”方式，
将“生态包袱”变为“绿色财富”。

“今年我种了约5亩水稻，秸秆
通过机械化还田，不但解决了秸秆堆
积的问题，还田后还能变成肥料，为
晚稻种植提供养分，可以说是一举三
得。”翰林镇木棉堆村水稻种植户吴
维涛说。

“除了倡导机械化秸秆还田技术，
我们还将统一收集秸秆，引导种植户
利用秸秆堆肥、制作沼气燃料等方式
进行无污染化处理。”翰林镇农业服务
中心主任唐阳说。

对于秸秆综合利用，富文镇也

有自己的方法。“目前，我们还对接
了本地的养牛专业合作社，通过将
秸秆饲料化，不仅能解决农户的烦
心事，还能将过去没有‘用武之地’
的秸秆变废为宝，实现秸秆综合利
用最大化。”富文镇农业中心主任王
德宇介绍。

据统计，2022年定安县早稻种植
面积为 11.0407 万亩，截至 6 月 10
日，早稻收割面积已达 10.1699 万
亩，收割率达92.1%。目前，定安县
秸秆还田面积已达88326亩，其中包

括水稻秸秆机械化粉碎还田 9521
亩，秸秆沤烂还田78805亩，还田秸
秆近3万吨。

定安县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今年以来，定安县制定了水稻秸秆
机械化还田工作实施方案，投入100
万元在县域内2万亩水稻田地推广低
茬收割，同时投入30万元开展水稻秸
秆低茬收割粉碎、秸秆肥料化还田利
用技术培训，指导水稻种植户开展水
稻秸秆沤烂还田工作。

（本报定城6月15日电）

定安推进秸秆机械化还田全覆盖

“生态包袱”变“绿色财富”

本报海口6月15日讯（记者孙
慧）为规范我省安居房建设流程，确
保安全交付，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近期出台《海南省安居房建设技术
标准》（以下简称《标准》），从安居房
的项目策划、规划、配套、建筑设计、
结构设计、建筑设备、装饰装修、验
收与交付、运行维护等方面明确标
准和要求。《标准》从2022年 6月15

日起施行。
《标准》围绕“建得好、管得好、住

得好”的系统思维，对我省安居房建设
从规划选址，到设计、验收，到运行维
护的全寿命期提出标准化的建设要
求。《标准》主要特点包括“两高、两好、
两节”，既考虑经济性又兼顾前瞻性，
既有刚性约束又有弹性特点。“两高”
是高耐久、高品质。安居房的安全性、

耐久性、舒适性和品质是人民群众最
关注的问题，标准从防风防坠、防腐防
锈、防疫防病这三个方面对安全耐久
作出了规定，从自然通风、厨卫品质、
装修品质对舒适品质提出了要求。

“两好”是好环境、好邻里。《标准》要
求安居房的环境健康宜居、全龄友
好，对配套设施、健身场地、老幼适
应、社群建设提出了要求，针对我省

虫蚁较多的情况提出了防虫措施要
求，针对安居房使用过程中家庭组成
的变化提出了建筑布局和结构布置
要具有适变性的要求。“两节”是节资
源、节投资。《标准》要求安居房绿色
低碳、经济节约，提出了充分利用建
筑构件遮阳、保证空调室外机散热效
率、适当利用太阳能减少碳排放量等
要求，同时还要求安居房设计遵循简

约化、标准化、精细化的原则，让每一
分造价都有获得感。

以安居房为主的保障性住房建
设将成为我省住房系统的一大主
体，我省将在“十四五”期间，加大
安居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公租房
供应力度，推进棚户区改造，促进
城市有序更新，计划建设25万套安
居房。

我省出台技术标准规范安居房建设
力求全省安居房“建得好、管得好、住得好”

本报海口6月15日讯（记者邓
海宁）6月15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获悉，连日来该支
队持续开展交通秩序专项整治行动，
引导广大市民遵守交通规则，摒弃交
通陋习，努力营造文明、有序、和谐的

城市交通环境，助力巩固提升全国文
明城市创建成果。

海口市交警支队法制宣传科工
作人员介绍，整治行动期间，主要针
对行人横穿马路、闯红灯、翻越护栏，
以及电动自行车违规载人、无牌无

证、未佩戴安全头盔、逆向行驶、在机
动车道行驶，机动车违停、不礼让行
人、驾车时接打电话等行为依法进行
处罚和现场教育。

据了解，在劝导查处的同时，海
口交警还采取以案说法、邀请违法人

员参与交通管理等方式，对机动车及
非机动车违法驾驶人员和行人普及
安全知识，讲解各类交通违法行为的
危害性，增强市民群众的遵规守法意
识和交通安全意识，倡导从自身做
起，进一步提升城市文明形象。

海口琼山区实施
“全民志愿服务”项目

念好“众”字诀
文明实践处处见

本报海口 6月 15 日讯（记者
习霁鸿 特约记者许晶亮 通讯员
王伦）6 月 14日上午，一群“红马
甲”出现在海口市琼山区国兴街道
道客社区振海小区，手里分别拿着
铁锹、扫帚等工具。他们是来自机
关、街道、社区、网格以及振海小区
物业公司的志愿者。

“大家互相搭把手，一起把环境
维护好。”道客社区党支部书记庄海
燕挥了挥手中的扫帚，招呼大伙行
动起来。

现场，志愿者们分工明确：清
理乱丢的烟头，擦拭楼道里的灭
火器，摆正乱停乱放的电动车，
清运垃圾桶，清理枯萎的树枝藤
蔓……

这一场景，正是琼山区2022年
新时代文明实践“全民志愿服务”项
目的一个缩影。

据悉，通过“全民志愿服务”项
目，琼山区密集开展新时代文明实
践志愿服务活动，助力巩固全国文
明城市创建成果。

“我们以‘全民志愿服务’项目
为抓手，不断提升群众文明素养和
社会文明程度，引导广大群众争做
文明城市的宣传者、践行者和守护
者。”琼山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有
关负责人介绍，该项目着力在“应众
需、破众难、汇众智、集众力、为众
享”上下功夫，推动文明实践处处可
见、时时可感。

海口交警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整治交通秩序 倡导文明出行

6月15日，在海口海府路与红城湖路延长线交叉路口，志愿者协助交警维护交通秩序。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海南就业驿站（昌江乌烈站）
揭牌运营

本报石碌6月15日电（记者刘婧姝 特约记
者黄兆雪 通讯员王礼虔）6月15日上午，海南就
业驿站（昌江乌烈站）揭牌启动仪式在昌江黎族自
治县乌烈镇举行。

据介绍，海南就业驿站（昌江乌烈站）由省人
力资源开发局，昌江县人社局、县就业服务中心共
建共管，主要为广大求职者免费提供企业招工、求
职培训、就业援助、创业服务、政策科普等系列公
共就业服务，在乌烈镇及周边地区发挥积极示范、
辐射和带动作用，搭建一个完善的资源整合平台。

海南就业驿站（昌江乌烈站）自今年4月1日
试运营以来，共对接沟通用工企业86家，联系劳
务带头人17人，成功推荐上岗3100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