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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3名干部严重违纪违法
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本报海口6月19日讯（记者余小艳）6月18
日，海口市纪委监委发布公告称，海口市3名干部
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日前，海口市纪委监委对海口市公安局原党
委委员、美兰国际机场分局原局长柯廷雄严重违纪
违法问题进行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柯廷雄违反廉
洁纪律，向公职人员赠送明显超出正常往来的礼
金；违反群众纪律，纵容涉黑活动。利用职务便利
为他人谋取利益，并非法收受财物，涉嫌受贿犯罪。

海口市纪委监委对海口市公安局治安警察支
队原支队长傅海强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立案审
查调查。经查，傅海强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向
公职人员赠送明显超出正常往来的礼金；违反群
众纪律，纵容违法犯罪活动。利用职务便利为他
人在开设赌场、娱乐场所经营等方面谋取利益，并
非法收受财物，涉嫌受贿犯罪。

海口市纪委监委对海口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
查支队原支队长陈世钦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立案
审查调查。经查，陈世钦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接
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反组织纪律，跑
官要官；违反工作纪律，违规插手和干预司法活动。
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案件办理等方面谋取利益，
并非法收受财物，涉嫌受贿犯罪；为谋取不正当利
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涉嫌行贿犯罪。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
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
分法》等有关规定，经海口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
并报海口市委批准，决定给予柯廷雄、傅海强、陈世
钦开除党籍处分；由海口市监委给予柯廷雄、傅海
强、陈世钦开除公职处分并对3人涉嫌犯罪问题移
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海口为60岁以上
接种新冠疫苗老年人免费投保

本报海口6月19日讯（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
陈尾娇）6月19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美兰
区获悉，为消除老年人群及家人接种顾虑，尽早建
立全人群免疫屏障，美兰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将为
在美兰区辖区内接种点接种新冠疫苗第一针剂的
60岁及以上老年人免费提供新冠疫苗保险。

据了解，保险生效之日起至今年7月31日期
间，在美兰区辖区内接种点接种新冠疫苗第一针
剂的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可享受该免费投保活
动。被保险人实际接种疫苗时间为保险生效时
间。保险内容为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等，具体保障
内容以合同条款为准。

关注“全民禁毒在行动”宣传月

海口开展禁毒骑行宣传活动
本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杨茵）近日，按照

海口市委、市政府禁毒工作部署，海口市龙华区龙
泉镇禁毒办在商业南横巷开展“护航自贸港一禁
毒在行动”禁毒骑行宣传活动。

此次禁毒骑行活动禁毒专干骑着电动车，身
着统一的服装，背着禁毒的旗帜，从镇政府出发，
沿着商业南横巷一路骑行。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以抵制毒品为荣，以
吸毒贩毒为耻”……禁毒旗帜上标语额外引人注
目，形成一道“靓丽”的禁毒风景线，引得路人驻足
观看。禁毒专干借此机会，沿路向群众发放禁毒
宣传资料，普及禁毒知识、揭示毒品危害，呼吁群
众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关注中超海口赛区

中超海口赛区今日
再燃战火

本报海口6月19日讯（记者王黎
刚）2022赛季中超联赛海口赛区第5
轮的比赛6月20日将分别在海口观澜
湖足球基地和海口五源河体育场举
行，两场比赛分别是长春亚泰队VS河
南嵩山龙门队，广州城队VS浙江队。

目前，河南嵩山龙门队4战3胜1
平，列海口赛区积分榜头名。而广州
城队和浙江队是海口赛区仅有的两支
没有获胜的球队，两队都将争取球队
首胜。

我省失业补助金申领期限最长6个月

参保缴费满1年者
每月发放600元

本报海口6月19日讯（记者易宗平）6月19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省人社厅获悉，对2022年符
合相关条件的参保失业人员，予以发放失业补助
金，但失业补助金只能申领一次，申领期限不超过
6个月。

我省继续实施失业补助金政策的保障范围
为，对2022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新发生的领
取失业保险金期满仍未就业的失业人员、失业停
保且不符合领取失业保险金条件的参保失业人
员，发放失业补助金。具体发放标准有两项：参保
缴费满1年的，按每月600元标准发放；参保缴费
不满1年的，按每月300元标准发放。

据了解，我省规定，领取失业补助金期间不享
受失业保险金、代缴基本医疗保险费、丧葬补助金
和抚恤金。失业人员领取失业补助金期满、被用
人单位招用并参保、死亡、应征服兵役、移居境外、
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待遇、被判刑收监执行的，停发失业补助金。领取
失业补助金期限不核减参保缴费年限。

另悉，对符合2021年原失业补助金政策申领
范围的参保失业人员，其提出的失业补助金申请，
继续按原政策规定审核并发放待遇。参保失业人
员在提出失业补助金申请时已重新参保就业的，
其应领未领的失业补助金待遇将予以补发。

本报海口6月19日讯（记者计
思佳）“刚摘的本地西红柿，新鲜又水
灵，要不要来点？”6月19日上午，在海
口金贸文华农贸市场，穿着白色运动
鞋的摊主胡泉玲看到有顾客经过摊
位，便热情地推荐起当天的时令菜。

胡泉玲在文华农贸市场卖菜已
有十余年。她从未想过，有一天自己
可以穿着白色运动鞋在市场卖菜。

“以前的菜市场污水横流，蚊蝇
乱飞，烂菜叶子、菜帮子扔得到处都
是。特别是到了夏天，菜叶腐烂的酸
臭味混杂着海鲜的腥味，令人反胃。”
胡泉玲说，过去她都是穿着胶鞋在市
场里卖菜，“要是穿着白球鞋在这里

待上一天，鞋子肯定会面目全非。”
近年来，海口对全市农贸市场进

行改造升级，并持续开展环境卫生整
治，彻底让农贸市场从过去的城市卫
生“暗角”变身现在的文明“窗口”。

如今，走进海口的各大农贸市
场，地面清爽干净，看不到垃圾和水
渍的印迹。“为维护环境的卫生整洁，
每个摊位边缘我们都装上了15厘米
高的防水边栏，防止水滴落打湿地
面。每晚闭市后，市场也会安排保洁
人员对地面进行清洗消毒。”金贸文
华农贸市场市场管理部主任陈文利
介绍。

同时，为防止摊主乱丢乱扔，农

贸市场还同每位摊主签订了“门前三
包”协议。若有摊位出现“脏乱差”情
况的，将被处以50元至200元不等
的罚款。“罚款资金将用于购买口罩
等防疫物资，助力疫情防控。”陈文利
说，看到环境变得干净整洁，摊主更
加自觉维护市场环境，“每天卖完菜
他们都会把周围清理干干净净，随手
乱扔垃圾的情况几乎看不到了。”

除了卫生环境变好，海口还对农
贸市场进行了“智慧”升级。

“滴！”顾客宋女士买完菜，用手
机扫了胡泉玲摊位前“智能秤”上的
二维码支付钱款后，手机页面上立即
显示了摊主的姓名、联系电话、相关

证照以及快检记录等信息。
“这是海口政府职能部门统一发

放的‘智能秤’，可实现产品溯源，让
每棵青菜、每块肉都有一张属于自己
的‘身份证’，保证消费者的食品安
全。”陈文利介绍，智慧农贸市场运作
模式，将智能监控、电子化结算、肉菜
追溯体系建设等融入农贸市场绣花
式精细化管理中。

“随着市场环境不断提升，客人
越来越多，我们的生意也越来越红
火。”胡泉玲说，如今他们夫妻俩已从
小贩升级为小老板，又请了一个帮工
帮忙，“现在感觉菜市场干净了，顾客
来了都觉得舒心畅快。”

海口改造升级农贸市场，持续开展环境卫生整治

城市“暗角”成文明亮点

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2022年6月18日12时—6月19日11时）

城市名称

海口市

三亚市

五指山市

空气质量级别

优

优

优

PM2.5浓度
（微克/立方米）

11

12

10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22

24

15
发布单位：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定安幸福跑活动
鸣枪开赛
3000余名选手参赛
享受奔跑乐趣

本报定城6月19日电（记者叶
媛媛 通讯员程守满）6月19日，“春
风十里 幸福奔跑”2022海南定安幸
福跑活动在定安县政府大门前鸣枪开
赛。伴随着六月的朝阳和现场群众的
热情助威，3000余名跑步爱好者激情
奔跑，用速度和激情诠释“活力定安、
静美家园”的魅力。

上午6时10分，随着一声枪响，
比赛正式开始，参赛选手从起点拱门
出发，有序进入跑道，向着终点全速奔
跑。跳水奥运冠军李娜、著名体育主
持人韩乔生现场与跑者互动，为跑者
加油。

值得一提的是，活动当天恰逢父亲
节，约100组亲子家庭报名参加了当天
的亲子跑项目。在清晨明媚的阳光，萌
宝和家长们一同奔跑，一边欣赏美景，一
边享受运动乐趣，一路洒满欢声笑语。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此次活动采
取网络报名的方式进行，自2月15日开
启报名通道后，吸引了3000余名跑步
爱好者踊跃报名。活动分为10公里竞
速跑和5公里欢乐跑两个项目，每个项
目分男子组和女子组，其中10公里竞
速跑有2000余人报名，5公里欢乐跑约
1000人报名（含迷你亲子跑100组）。

本次活动由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
电体育厅支持，定安县人民政府主办，
定安县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承办，
该活动旨在贯彻落实全民健身和健康
中国战略，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丰
富人民群众文化体育生活，打造定安
体育品牌，擦亮定安旅游名片。

本报石碌6月19日电（记者刘
婧姝 见习记者李豌 特约记者黄兆
雪）6月18日，昌江黎族自治县在知
名综艺电视节目《向往的生活》拍摄地
海尾镇沙渔塘社区，举行“向往的生
活 向往的昌江”打造海南西部一流旅
游目的地新闻发布会。

沙渔塘社区面朝大海，民风淳朴，
富有海岛渔村特色。近年来，在美丽
乡村建设的推动下，“五网”基础设施
不断完善，一些颇有经营头脑的居民
在社区开起了民宿、餐饮店等，为乡村
旅游发展打下了基础，也引起了节目
组的关注。

今年3月，《向往的生活》节目组
来到沙渔塘社区拍摄，这个过去传统
的小渔村也因而打开了知名度，逐渐

走向公众视野，不少游客慕名而来。
来自江苏南京的李女士和朋友看

了节目后，被电视画面中美丽的落日
所吸引，决定来到沙渔塘社区邂逅浪
漫落日，体验向往的生活。“每天都可
以吹海风、看落日、赶海，感觉我们也
过上了向往的生活。”李女士说，她们
在社区民宿连住了3天，沙渔塘社区
很美丽，村民的热情让她觉得温暖。

当前，节目录制已至尾声，昌江将
如何继续打造沙渔塘社区，以“旅
游+”模式，激发该村发展内生动力，
以实际行动助力乡村振兴与产业发
展，实现互利共赢？发布会上，海南华
盛集团与沙渔塘社区签署合作协议，
下一步该集团将与沙渔塘社区进行深
度合作，以鲨鱼为符号，打造“鲨鱼海

洋潮流文化节”，推出鲨鱼音乐节、鲨
鱼书屋、鲨鱼赶海节、鲨鱼房车营地等
一系列潮流文化活动。

“华盛集团作为昌江本土企业，在
昌江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将借助昌
江优质的自然条件，以《向往的生活》
节目拍摄为契机，以沙渔塘社区为起
点，结合节目IP的力量不断辐射，带
动区域发展。”海南华盛集团商业管理
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良说。

沙渔塘社区是昌江探索“旅游+”
发展模式的缩影。近年来，昌江还提
出“一片一线一带一路一中心”旅游发
展空间布局，依托王下乡国家“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打造

“中国第一黎乡”王下乡·黎花里旅游
品牌，形成乡村振兴示范样本。规划

打造中国西海岸醉美夕阳、中国醉美
木棉花等小众精品旅游IP，创建全域
旅游示范区迈出坚实步伐。

昌江县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未

来，昌江将立足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
心建设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积极引
进优质企业合作开发文旅项目，加快
打造海南西部一流旅游目的地。

利用知名综艺节目IP辐射效应，探索旅游新业态

去昌江，体验向往的生活

本报海口6月19日讯（记者习
霁鸿 徐慧玲）6月19日，是第十个全
国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海口、三亚
两地救助管理站开展活动，向市民宣
传救助机构工作，进一步提高救助管
理工作透明度、公信力和满意度。

当天上午，海口市救助管理站举
行“开放日”活动，邀请社会爱心人士、
志愿者、媒体人等走进椰城流浪人员
的“家”，零距离感受救助服务带来的

温暖和感动。
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参观团分批

来到救助站的各个功能区域进行实地
参观。窗明几净的活动室、设有专业设
备的宣泄室、配备多种乐器的音乐室
……整洁、齐全的设施让参观者们深入
了解了救助站内受助人员的生活情况，
更感受到了救助服务的细致与贴心。

据统计，海口市救助管理站十年
来已先后向6300余位流浪乞讨人员

发放御寒防暑物品和食品，惠及近25
万人次。

值得一提的是，为帮助困境未成
年人群体健康成长，海口市救助管理
站（海口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构
建起“家庭、社会、政府”三位一体保护
格局，为困境儿童提供托管服务、助学
帮扶等多项救助。自2015年起，该中
心联合社工组织开展“第二课堂”系列
活动，对受助的困境未成年人，普及课
外知识，激发学习兴趣，并为心理异常
未成年人提供心理辅导服务，至今已
惠及困境未成年人3225人次。

在三亚，三亚市民政局救助管理
站举办以“救助，让弱有所扶更温馨”
为主题的开放日活动，向市民宣传救
助机构工作，进一步提高救助管理工
作透明度、公信力和满意度。

当天，三亚市委精神文明爱卫办、
综合行政执法局、卫健委等单位，各区
民政代表、社会组织、社会监督员和市
民代表等40余人参加活动，通过讲
解、观看宣传展板等方式，全面介绍救
助法规政策、救助管理工作流程等，展
示救助寻亲、落户安置等工作成果。
大家还参观了三亚市未成年人救助保

护中心的图书室、音乐室、活动室和心
理咨询室等。三亚市救助管理站社会
监督员彭美芳说，通过“开放日”活动，
对于普及寻亲知识，引导全社会参与
流浪乞讨人员、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
作具有积极意义。

近年来，三亚市救助管理工作创
新体制机制，打造“四化”救助服务模
式——救助服务“流程化、主动化、主
体多元化及专业化”，进一步提升流浪
乞讨人员救助管理服务质量。2021
年，三亚市救助管理站共劝导流浪乞
讨人员448人，接领、护送返乡46人。

海口三亚两地救助管理站举行开放日活动，向市民宣传救助机构工作

给他们一个“家”帮助他们回家

关注第十个全国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

近日，在屯昌县南吕镇咸六村的六禾画社里，画社的老师带着村里的孩子们完成绘画创作。
咸六村是屯昌远近闻名的油画之乡，在20世纪80年代就兴起了油画热潮。今年4月22日，咸六村的六禾画社

挂牌成立，从事绘画培训工作的吴锦秀和陈业杰回到家乡咸六村，每周给咸六村小学的18名孩子上两节绘画课。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游客在沙渔塘社区合影留念。本报记者 刘婧姝 摄

屯昌油画之乡迎新生

自2015年起
联合社工组织开展“第二课堂”系列活动

惠及困境未成年人3225 人次

数说救助 10年来

三亚市救助管理站
共劝导流浪乞讨人员448 人

接领、护送返乡46 人

海口市救助管理站

先后向6300 余位流浪乞讨人员发放御寒防暑物品和食品

惠及近25 万人次

2021年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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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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