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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邵长春 通讯
员欧璇）近日，海南省发展控股有
限公司旗下莺歌海盐场创立的年
轻化品牌“小盐好闲”，在三亚跳
伞莺歌海基地开设首家线下饮品
店试营业，正式进军老盐饮品市
场，着力把莺歌海老盐打造为海
南休闲靓丽品牌。

1958年，数千人的建设大军
开拓出了莺歌海盐场。近年来，
莺歌海盐场深化改革、创新发展，
从生产型企业向市场型企业转
变，开发了“银山”牌海晶盐、日晒
海盐、老盐等自有品牌，产品已全
面上线海南实体超市以及线上购
物平台天猫，成为受欢迎的海南
品牌。

莺歌海盐场还利用自身优
势，研发具有莺歌海特色的产品，
打造银山海盐饮品体验店，让盐
场不仅局限于单一的老盐产品，
而是结合品牌，以潮牌店铺的新
形象面世，打造一处具有文化、有
历史、有故事、有创意、有纪念意
义的海南“盐”铺。

据悉，“小盐好闲”品牌设计

的主色调为结晶白、落日橘和
深空蓝，融入了标志性的盐山
造型，还有盐工收盐时戴的海
南斗笠帽、盐工胶鞋和黎族纹
样等元素。

时值盛夏，刚体验完跳伞项
目回来的游客，进入跳伞基地大
厅，映入眼帘的便是莺歌海老盐
水果饮品。老盐水果饮品不仅能
够清热解暑，还可以快速补充身
体缺失的水分和电解质，让游客
朋友品尝莺歌海真正的悠“咸”滋
味，深受好评。

同时，“小盐好闲”线下饮品
店所在的三亚跳伞莺歌海基地，
游客在体验惊险刺激的极限运动
的同时，还可以尽情俯瞰美丽的
银山盐田。

下一步，莺歌海盐场将把莺
歌海老盐打造为海南休闲靓丽
品牌，持续转变单一的经营模式
和结构，努力推动产品结构升
级，延伸盐产品产业链的同时也
不断研发高附加值产品，在全省
铺设线下店，广泛传播莺歌海盐
文化。

去年以来我省处置
疑似诈骗号码近百万个

本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符颖）“处置疑似
诈骗号码近100万个，向1.9万个潜在受害用户
发送预警短信2.6万条……”海南日报记者近日
从省通信管理局获悉，该局认真履行行业监管职
责，压实基础电信运营企业反诈主体责任，不断
加强源头治理，多措并举持续纵深推动我省信息
通信行业反诈工作，有效助力我省反诈工作取得
实效。

2021年以来，该局多次召开行业反诈工作推
进会，加强组织领导，成立行业反诈专班，形成纵
向横向三级联动的反诈体系，及时跟进研究打击
防范举措，有效提升行业的反诈实效性。

为加强源头治理，在全国率先探索开展电话
用户再次实人验证举措。2021年以来组织各企
业清理整治一系列高风险卡228.8万张，核查整
改物联网卡近6万张。

为助力公安部门及时有效处置各类涉诈信
息，避免更多的用户上当受骗，该局与公安机关加
强协同联动，强化作战合力。2021年以来，海南
管局支撑公安部门处置诈骗号码8.2万个、域名
269万个，向公安部门推送可疑线索300多条。

为提升全民反诈意识，2021年以来，该局向
我省用户发送宣传提醒短信共7.9亿条，联合省
反诈中心等部门开展反诈宣传进学校、进社区、
进乡村等活动17次，营造全民全社会反电诈的
浓厚氛围。

关注打击诈骗宣传月

4位老人被骗购房款
462.8万元
保亭法院公开庭审

本报讯（记者良子）老年人在购买房产过程
中被不法分子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诈骗
购房款462.8万元。6月17日，保亭黎族苗族自
治县人民法院邀请30余名老人旁听曹某骁涉嫌
诈骗案庭审，充分发挥法官说法宣传教育作用，提
升全民法治意识和维权意识。

公诉机关指控，2017年至2021年，被告人曹
某骁在从事房产销售过程中，通过虚构事实、隐瞒
真相的方式，骗取杨某强、陆某华、刘某晨、王某等
4人共计462.8万元，并用于偿还个人债务和日常
生活开销，严重侵犯了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公诉
机关认为，被告人曹某骁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
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462.8万元，数额
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依法应予惩处；
被告人曹某骁自动投案后，能如实供述其犯罪事
实，属自首，可以从轻处罚；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可
以从宽处理；预缴部分罚金，可酌情从轻处罚。

庭审过程中，被告人曹某骁自愿认罪认罚。
由于该案案情复杂，保亭法院宣布择期宣判。

白沙禁毒培训
走进娱乐场所

本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陈科）近日，白沙
黎族自治县禁毒办在牙叉镇金沣酒吧等娱乐场所
开展从业人员禁毒宣传培训活动，铲除毒品犯罪
滋生蔓延的土壤。

活动现场，民警对场所内的从业人员讲解毒
品基本知识、毒品与药品的关系、常见麻精药品滥
用的危害等禁毒知识。并通过以案说法，讲解了
娱乐场所内的从业人员如何防范毒品侵害，提醒
大家要警惕现代伪装性极强的新型毒品。

培训结束后，民警对娱乐场所内的从业人员
进行毒品检测抽查，共做尿检20人，毛发检测8
人，未发现有从业人员涉毒行为。

关注“全民禁毒在行动”宣传月

利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
实行海洋修复

我省增殖放流
22万尾鲜活鱼苗

本报讯（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马佳佳）近日，
在文昌市龙楼镇石头公园沿岸海域，带着近百名
现场见证者对海洋生态修复的美好愿望，22.35万
尾石斑鱼和红鳍笛鲷鲜活鱼苗缓缓游向大海。

这是省检察院第一分院牵头，联合省第一中
级人民法院、文昌市人民政府、文昌市农业农村局
等单位举行的非法捕捞环境侵权刑事附带民事公
益诉讼案增殖放流活动现场。此次增殖放流活
动，是利用非法捕捞侵权行为人陈某某等人的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实行海洋修复，向涉案海域
放流鲜活鱼苗。

2020年9月，陈某某驾驶渔船搭载其雇佣的
14名船员在文昌东部海域采用禁用渔具捕捞水
产品共6万余斤，后被海警查获。经省海洋与渔
业科学院鉴定，被告陈某某在海南省文昌东部海
域非法捕捞作业，其行为破坏了当地渔业资源和
海洋生态环境，采用增殖放流方式对该海域进行
相应的生态修复所需修复费用为29万余元。

2021年2月，省检察院第一分院依法对陈某
某提起刑事诉讼的同时，依法提起附带民事公益
诉讼，诉请法院判令其赔付破坏生态资源修复费，
以增殖放流的方式对涉案海域生态资源进行修
复。2021年9月，法院判令陈某某生态损害修复
费29万余元。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特约记者 陈亮 通讯员 王聘钊

“社区就是我们老年人的安乐
窝。”生活在海口市美兰区新安社区
的黄涓，每天都要到社区活动室“打
卡”，70多岁的她在这里感受到了晚
年生活的快乐。

6月14日，新安社区老年人活动
室里，彩绳在黄阿姨灵巧的指尖缠
绕，没多久，一个编织瓶雏形显现。
指着展示台上一只只精巧的编织花
篮，黄阿姨兴奋地说：“这些都是我和
我的‘老伙伴’做的，数量积攒够了，
社区就拿去义卖，收来的费用用作志
愿活动经费，我们也算是做了好事。”

如何让老人安度晚年幸福时
光？新安社区瞄准老年人的内心需
求，从更好地满足老年人在健康服
务、养老服务、精神文化生活等方面
的多样化需求入手，鼓励支持老人参
与社会活动，中老年合唱、太极拳、京
剧、琼剧等十多支文体活动队伍陆续
成立，书法、绘画、手工等兴趣小组不
断涌现。社区通过凝聚社会资源，开
展多样化主题活动，不断丰富老人精
神文化生活。

这里不仅是老年人的乐园，年轻
人同样能在这里找到喜欢做的事。

20多岁的吴贞下班
后就会到社区的健
身房锻炼身体。周
末，还会约上三两
位好友，在体育室
里打乒乓球。“我们
的活动内容十分丰
富，碰上有老师讲书
法课，也会听一听。”
吴贞说。

新安社区作为美兰
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示范社
区，曾获得过“全国民族团结
进步示范社区”“全国文明单位”“全
国民主法治示范社区”“全国最美志愿
服务社区”“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
区”等荣誉。“荣誉之上要再接再厉，更
要想方设法让社区居民幸福指数更上
一个台阶。”在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
主任卢晓波眼中，文明社区创建和巩
固的重点在于不断为群众服务。

卢晓波介绍，新安社区注重倾听
居民心声，在参考群众意见的基础上，
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拉近邻里关
系，将文明建设融入社区日常生活
中。比如每年都开展近百场文艺演出
及各项活动，丰富社区居民的精神生
活。又比如通过实施“微实事——社
区参与式预算”改革试点项目，以全民

提议、民主协商、全民投票的方式，在
社区实施一批群众关注度高、受益面
广的“微实事”，增设居民文体活动场
所，开展排球、象棋、乒乓球比赛活动
等，让社区居民参与到社区建设中，融
入社区集体，共创美好家园。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结合社区
实际，开展丰富多彩的新时代文明实
践活动，打通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关
心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卢晓波说。

（本报海口6月18日讯）

近日，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红毛丹生产技术培训基地，工作人员在对红毛丹进行分拣。
据了解，该基地种植了400多亩红毛丹，从今年6月起，红毛丹开始陆续进入采摘季，到10月达到收获旺季。
近年来，红毛丹已经成为保亭水果产业的“特色王牌”，是当地农业经济新的增长点。目前，全县红毛丹种植面

积达到近3万亩，带来了4亿元以上的产值。 见习记者 王程龙 摄

保亭红毛丹 了

盛夏6月，随着2022海南亲水运动季开幕
式在海口西海岸国家帆船帆板基地公共码头
启动，椰城沿岸的海浪再一次翻涌。

身居滨海，海口拥有发展亲水运动的绝
佳条件，尤其是西海岸的阳光、海水、沙滩、
空气，更吸引了诸多市民游客。在这里漫
步、跑步、骑行，吹着海风、脚踩细沙，看精彩
赛事已经成为市民游客到访海南的另一种

“打开方式”。
依托优势并发扬优势。近年来，海口接

连打造了西秀海滩帆船帆板训练基地、海口
国家帆船帆板公共码头，成为国家级、省级水
上运动的“主场”。通过完善并提升西海岸城
市会客厅功能及业态，海口的文体休闲资源
进一步被盘活，一系列精彩的水上运动赛事
在海口落地，刺激消费，掀起海南亲水运动一
波热潮，让市民、游客感受到海南水上运动的
魅力，海口“黄金岸线”上的亲水运动品牌效
益更加凸显。

海南亲水运动季就是其中的一大“IP”。
海南亲水运动季作为海南省重点打造

的一项体育旅游品牌活动，历经5年发展，不
断促进“体育与旅游”和“运动与教育”的深
入融合，已成为对外展示海南自贸港形象和
海南省热带滨海岛屿风土人情的窗口和平
台。目前，亲水运动季总产出效益近4亿元，
覆盖人群超 3000万人次，品牌效应日益凸
现。电动冲浪、帆船帆板、摩托艇、皮划艇等
亲水狂欢嘉年华涉水项目已成为海口水上
运动的招牌。

今年的海南亲水运动季设有龙舟、皮划
艇、海钓、摩托艇等共44项亲水运动项目。而
海口就是其中的重要“阵地”。

作为第六届海南亲水运动季首批推出的
部分项目，6月18日在海口西海岸假日海滩举
办的2022海南（海口）“最美海岸线”全民嬉水
徒步大会、2022海南（海口）皮艇球体验日、
2022海南电动冲浪板体验营活动等，吸引了
大批“粉丝”。

景好，场地佳，也引来大明星。2022海南
亲水运动季“泳坛明星喊你来游泳”公开课暨
游泳比赛也于6月18日在海口举办，2000年
悉尼奥运会女子10米台双人冠军李娜亲临
助力，让“和奥运冠军一起学游泳”就在家门
口实现。

心肺复苏实操教学、解脱实操教学、徒手
赴救技能实操教学，还设有“海豚计划”全国游
泳锻炼等级标准测试、游泳分组比赛……活动
不仅内容丰富，还将救生技能培训等专业知识
与实战演练相结合，进一步提高市民游客、全
省中小学生的游泳安全意识和游泳技能，推动
体育与旅游、教育的深度融合。

为了更好展示海南亲水运动季系列活动
的主题文化，刺激体育旅游消费，2022海南亲
水狂欢嘉年华充分结合游戏互动、体育项目与
本地体育旅游及特色产品消费，在海口的阳光
海滩上打造出了一个休闲体育消费平台，参与
者可在体验游玩的同时，在拍照打卡点打卡、
浏览海口本地特色品牌沙滩展位，全方位种草
海口旅游网红点，促进海口旅游消费。

海口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负责人表示，
海南鼓励发展沙滩运动、水上运动等项目。海
口将抓住这个历史机遇，开展形式多样的沙滩
运动、水上运动，推进近海运动与休闲旅游融
合，提升休闲旅游产品质量，升级并拓宽海口
旅游市场，延展体育产业链，助力海南国际旅
游消费中心建设。

（本报海口6月18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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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美兰区新安社区办好群众的“微实事”，
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安乐窝里美事多

⬆黄阿姨（右）和她和“老伙伴”
在编织花瓶。 本报记者 刘梦晓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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莺歌海盐场开设首家线下饮品店，
延伸盐产品产业链

老盐不“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