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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好佳元 载誉上新
第18届佳元杨梅节 6月10日盛大启幕

18 年 ，意 味 着
什么？

18年，是呱呱落
地的婴儿，健康成长
的过程；18年，是小小
的种子，成为参天大
树的经历；18年，是小
小的渔村，演变成国
际化大都市的历程
……

漫长的岁月，佳
元地产用决心和毅
力，开启了深耕城市
的步伐，先后开发了
绿色佳园、天上人间、
江畔人家、椰风水韵、
江畔锦御等多个享誉
滨江的佳作。同时，
每年6月，都会从“杨
梅之乡”浙江精选上
乘的杨梅鲜果空运至
海口，这既是品尝杨
梅的过程，更是佳元
一年一度的品牌文化
节。18年的坚持，每
年6月成为佳元人最
隆重的节日和特有的
社区文化。而今，第
18届佳元杨梅节已盛
大启幕。

18年里，一次又一次的相逢，佳
元的“家人”，由陌生到相识再到亲
近，或于此品鉴美味，或闲话家常、
结交友邻，至此成为更紧密的情感
共同体。

18 年里，空运的杨梅数量也从
1000箱变为8000箱，业主也从1000
户增加至8000户，佳元的“大家庭”也
在不断地扩容壮大。

连续18年举办的杨梅节，正是佳
元地产对美好生活的不懈探索与实
践，在社区关怀上诚意坚守的最好证
明。

而18年坚持举办杨梅节的历程，
也是21载佳元地产发展拓进的历程。
在坚持践行开展品牌文化节、服务社
区的同时，亦不忘企业的责任和担当，
助力城市和区域的发展蜕变，在服务
社会的美好事业中砥砺前行。

在人居建设上，从佳元地产首个
精品楼盘“绿色佳园”，创立了当时滨
江少有的规模化品质社区，到匠心打
造的“天上人间”，其作为“绿色佳园”
项目的升级版，以绿意盎然的园林景
观、温泉入户等配置，成为享誉滨江的

“公园式建筑”，到滨江新城上的奢华

社区——江畔人家，以坡屋顶的前沿
建筑设计，荣获我国房地产综合开发
行业的最高荣誉“中国广厦奖”，再到
斩获全球知名建筑大奖——国际住宅
建筑大奖的江畔锦御，以及即将荣耀
登场的综合体江畔濠庭……佳元地产
的每一次落子布局，都始终以先于时
代的人居理念与品质，持续为这片土
地打造焕新生活的缤纷图景，甚至延
续至今，依旧有着长远的影响力。

在文化建设上，出资兴建海口市
琼山第五小学和椰博小学，并与海南
省慈善总会合作成立“佳元助学基金”
来资助贫困学生，为教育事业的发展
加油助力。

在城市建设和社会公益上，修建
椰博路及引入公交线路，多年来不断
投入到抗震救灾、扶贫救困等公益事
业上……

时刻以感恩之心回馈业主，以匠

人之心铸造项目，以责任之心回报社
会，美好的21年，佳元地产将企业的责
任与担当，印刻在业主们生活的轨迹
里，与城市蝶变历程共同迈进。

而作为佳元地产的重磅作品——
佳元·江畔锦御，从去年10月至今，更
是以绿色生态的垂直绿化理念、先进
的空中庭院式建筑等优势赢得广大客
户的高度认可，成就滨江之上的人居
典范。

在项目打造上，“佳元·江畔锦御”
更是下足了功夫，也因此深受广大客
户的追捧。其中最引人瞩目的，便是
匠心考究的空中庭院，庭院外延面最
大宽幅达到约4.7米，最大可享约46.7
米三面270°园景，倾心打造宽广的景
观视野和优质的采光效果，居于此间，
即可观景煮茶、瑜伽推杆、掌灯夜读.....
亦可饲养花草、聆听鸟鸣、呼吸鲜氧......
轻松体验生活的精彩。

在工程设计上，为满足人们与时
俱进的居住需求，在历经多次的考察
和探究后，“佳元·江畔锦御”通过采用
先进的钢管束剪力墙技术，使得建筑
具有绿色环保、抗风抗震、减少凸梁凸
柱、优化内部空间等诸多优点的同时，

打造空中庭院，让住宅不再是单纯的
钢筋水泥的堆砌，而是人与自然和谐
共处的美好居住体验。

在产品设计上，多元的户型亦备
受青睐。建面约167～176㎡的法式轻
奢A户型，以恰到好处的空间设计成
为精英家庭的优选；建面约229～238
㎡的意式摩登B’户型，更以超10米开
阔面宽的大横厅，塑造城市新贵的优
选空间；建面约229~243㎡游轮度假B
户型，打造寰宇畅游的感官盛宴……
在此之上，更有源自德系精工的奢装，
从甄选德国旭格系统门窗、博世高端
厨电、铂浪高龙头及科勒定制橱柜等
共同构筑轻奢美厨空间，到TOTO智
能马桶赋予生活的别样卫浴体验……
每一处触得见的奢华质感，每一寸看
得见的奢装细节，都将为城市精英致
献尊荣的精致生活。

21载佳元匠心建造“佳元·江畔锦
御”项目，以革新的人居姿态，实力演
绎出江岸上的美好生活图景。项目涵
盖建筑面积约167～270㎡的揽江大平
层，恭迎品鉴。

预售证号：〔2021〕海房预字〔0172〕号

本报金江6月 22日电（记者良
子 通讯员黄金 李昂）第35个国际禁
毒日即将到来，6月22日，省公安厅
在澄迈县对我省收缴的1.29吨各类
毒品进行集中公开、无害化销毁，进一
步彰显了我省依法严厉打击涉毒犯罪
的坚定决心。

省禁毒办成立专门毒品销毁指挥

部，由特警人员将近一年来缴获、经过
严格出库手续的1.29吨毒品押往焚
烧现场。随着总指挥一声令下，身穿
防护服的专业人员操作大型机械，将
毒品依次投入焚烧炉，进行高温焚烧，
再对废气进行冷却、除尘、脱硫等处
理，实现毒品无害化销毁。省检察院
全程监督销毁过程。

据悉，自两轮全省禁毒三年大会
战开展以来，海南各级禁毒部门深入
推进“严打、严堵”工作，大力实施“清
源断流”“净边行动”战略，组织开展

“集群打零”“拨钉追逃”和“春季、夏
季、秋冬攻势”等专项行动，强化科技
和大数据支撑，推行合成化、信息化作
战模式，打深打透毒品违法犯罪。强

化港口等地的监控查缉，织密入岛毒
品查缉圈，构建环琼毒品查缉体系，有
力遏制毒品入岛渗透。共破获毒品刑
事案件 11316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15059名，缴获各类毒品12.72吨。

“我省现有吸毒人数占常住人口
比例从2016年底的8.3‰降至目前的
1.24‰。”省公安厅禁毒总队相关负责

人介绍，目前，我省毒品消费量和毒品
危害均大幅下降，吸毒人员复吸率从
2016年的 12.5%，下降至2021年底
的0.31%。因吸毒人员引发的“两抢
一盗”等侵财类案件发案率由2020年
的0.1%降至0.03%，带动社会治安达
到近10年来最好水平，人民群众对禁
毒工作满意度再创历史新高。

我省集中公开销毁1.29吨毒品
两轮全省禁毒三年大会战共破获毒品刑事案件逾万起

2022年海南普通高中
计划招生72391人
部分重点高中招生计划公布

本报海口6月22日讯（记者赵优 通讯员金
浩田）海南省2022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以下简
称中考）将于6月25日至27日举行。根据我省经
济社会发展需要和各有关学校的办学条件、定位
和发展需求，省教育厅结合人口、生源变化趋势，
制定并公布了海南省2022年五年一贯制高等职
业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招生计划。

海南日报记者从省教育厅获悉，2022年我省
中考报名学生数为124733人，普通高中招生计
划为72391人。在公办高中全省统招计划中，海
南中学计划招生514人，海南省国兴中学计划招
生240人，海南省农垦中学计划招生221人。

根据《2022年普通高中学校招生计划及做好
招生入学工作说明》，海南中学和海南省国兴中学
的“少数民族特招班”计划单列，其中海南中学50
名，海南省国兴中学100名，列入提前批次招生。
招录对象为世居在我省的黎、苗、回族初中应届毕
业生，按少数民族聚居市县占招生总数的80%，
其他市县占招生总数的20%的比例安排指标。
符合条件的海南中学和海南省国兴中学的“少数
民族特招班”学生继续享受“三免一补”。

海南中学中英高中课程实验班、海南华侨中
学中美合作实验班计划单列，均列入提前批次招
生。其中海南中学中英高中课程实验班招收58
人；海南华侨中学中美合作实验班招收60人，招
录对象均为有志于在高中毕业后出国深造的学
生，户籍不限。经批准设立的其他学校国际班均
列入提前批招生。学生入学后，对学籍实行单列
管理，不得转为本校普通班学生。

海南中学“宏志班”计划不单列，由海南中学
从其第一批次录取的新生中挑选50名品学兼优、
家境贫寒的学生就读，美籍华人林汉克先生给予
每人每学年资助3000元，学校免除学费。有志报
读海南中学“宏志班”的考生，须在报志愿时填报
海南中学第一批次志愿。

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今年在海南招生计划
待定（以教育部下达招生计划数为准），面向海南民
族自治县招收公费生，列入提前批次招生，招录对
象为世居我省的黎族、苗族、回族且初中3年户籍、
学籍均在我省民族自治县的少数民族应届初中毕
业生。各市县教育行政部门、民族工作部门要严格
审核考生的报名资格。录取分数原则上不低于海
南省国兴中学少数民族特招班最低录取分数线。

非涉疫区来琼者
凭健康码绿码登船
不强制要求核酸阴性证明

本报海口6月22日讯（记者邵长春）海南日
报记者6月22日从海南铁路轮渡获悉，根据我省
防疫政策调整，离岛（南港）旅客持绿色健康码，在
查验行程卡和检测体温正常（37.3摄氏度以下）后
即可过海，无须查验核酸检测报告。

进岛（北港）旅客，根据海南省疫情防控指挥
部要求，非涉疫区来（返）琼前，可凭健康码绿码登
船（车、机），不强制要求核酸阴性证明。涉疫区旅
客需提供48小时内1次核酸阴性证明。

所有来（返）琼人员在抵琼关口须落实测温、
扫地点码、查健康码和行程卡措施，并实施落地检
后放行。进港后所有旅客和车辆随行人员须自觉
佩戴口罩，准备好个人健康码或行程码，以便购票
乘船时查验。海南铁路轮渡建议，旅客临近出行
前可拨打海南省政府热线0898-12345咨询。

■ 综合本报记者

第35个国际禁毒日即将到来，6
月21日至22日，我省多地举行“禁毒
宣传进万家”等主题活动，以群众喜闻
乐见的丰富形式普及禁毒知识，引导
大家认清毒品危害，增强拒毒意识，以
实际行动助力打赢新一轮禁毒三年大
会战收官之战。

发放宣传资料
加强以案释法

文昌市在活动现场设立了资料发
放咨询区、两轮“八严”工程图片区、仿
真毒品区和禁毒文化宣传长廊区等，
工作人员向过往市民群众介绍毒品的
种类、特征以及常见毒品的识别方法，
并结合典型案例以案释法，让来往市
民群众对毒品类型及相关禁毒知识有
了更加深刻的了解。

据悉，文昌市以夺取新一轮禁毒
三年大会战全面胜利为目标，提档升
级严打、严整、严堵、严收、严管、严教、
严奖、严责等“八严”工程，禁毒工作实
现无在校学生、未成年人涉毒，无种
毒、制毒问题发生，无涉毒化学品流失
滥用，无公共娱乐场所涉毒，无吸毒人
员肇事肇祸案事件的“五无”目标。

万宁市在现场摆放的大量禁毒宣
传展板图文并茂，让市民学生了解毒
品的类型、危害和防毒方法等知识，提
高识毒拒毒防毒的意识和能力。

据了解，万宁市积极开展毒品预
防教育。实现学校聘请校外禁毒辅导
员全覆盖，全市学校在全国毒品预防
教育数字化平台“青骄第二课堂”接入
率达100%，小学五年级至高中二年
级学生注册率99%。开展毒品教育

“五个一”“一誓一课一体验”“小手拉
大手”“领导干部讲禁毒”等主题教育
活动3870场次。

此外，万宁市还举办“春季流动课
堂”“青苗护航之无毒青春”“护航自贸
港 禁毒行动校园行”等形式多样的禁
毒宣传活动以及全市禁毒知识竞赛、
免费观看禁毒电影等，加大力度推动

毒品预防教育深入开展。
东方市通过组织学生进行禁毒趣

味问答活动，参观禁毒知识宣传展板，
进一步增强学生识毒、防毒、拒毒的意
识和能力。

据介绍，今年以来，东方市以“清
源断流”“春夏攻势”专项行动为抓手，
保持禁毒严打高压态势；以禁毒宣传

“八进”活动为载体，组织开展毒品预
防教育活动144场次；全面落实禁种
铲毒工作责任，强化易制毒化学品、麻
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巡查监管，共组
织开展检查48家次；组织相关成员单
位、禁毒专干到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人
员家中走访慰问506人次，推动管控
救助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活动期间，该市将组织开展禁毒
宣传进学校、进单位、进家庭、进场所、
进社区、进农村、进小区、进行业，发放
有关禁毒宣传资料，利用LED屏、广
播等播放禁毒标语等，以及在人流量
多的场所悬挂横幅，引导大家认清毒
品危害，参与禁毒斗争。

传播禁毒理念
普及法律法规

五指山市活动现场设立趣味游戏
区、禁毒学习区、图片展示区、仿真毒
品展示区和法律咨询区等5个互动
区。市民群众通过踊跃参加游戏、答
题，观看图片和仿真毒品，咨询禁毒知
识等，全方位、多角度认识毒品的危
害，了解禁毒知识，牢固树立“健康人
生 绿色无毒”的理念。

活动指出，五指山市禁毒工作要
以推进“无毒品危害自由贸易港”建
设为主要抓手，深入实施“八严工
程”，坚持源头治理、系统治理、依法
治理、综合施策，打出禁毒“组合拳”，
打赢禁毒“联手仗”；扎实推进清源断
流行动、禁毒重点整治、示范创建和
农村毒品治理等工作；大力推进群防
群治，全力打赢新一轮禁毒三年大会
战收官之战。

定安县工作人员在活动现场，通
过悬挂标语、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宣传

资料和宣传品等方式，向过往群众宣
传禁毒知识，普及禁毒法律法规，引导
大家认清毒品的危害，增强抵御毒品
的能力，倡导大家积极行动起来，做

“知毒、拒毒、防毒、反毒”的践行者、宣
传者，努力创建更高标准的“无毒品危
害自由贸易港”。

活动指出，此次活动让定安县广
大群众进一步认识到毒品对个人、社
会造成的严重危害，增强了大家的禁
毒意识。接下来，定安各级各部门要
始终保持对毒品违法犯罪的严打高压
态势，多措并举加强对禁毒工作宣传，
构筑全民禁毒、防毒、拒毒思想防线，
努力营造全民参与禁毒工作的良好社
会氛围。

在活动中，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工作人员通过设置禁毒宣传展板、发
放禁毒宣传资料、举办禁毒知识问答
等方式，呼吁广大群众主动参与到禁
毒宣传中来，珍惜生命、远离毒品。

据悉，自禁毒三年大会战启动以
来，保亭全县的毒情形势发生根本性
好转。全县现有吸毒人数占总人口比
从2016年的2.28‰下降到2022年的

0.36‰；因吸毒人员引发的“两抢一
盗”侵财类案件、全县涉毒肇事肇祸事
件、校园涉毒案事件“零发生”，公共娱
乐场所始终保持“零涉毒”。此外，今
年3月，该县毛感乡、南林乡被省禁毒
委评为省级“无毒乡”。目前，“无毒乡
镇（街道）”“无毒村居”创建工作正在
全县全面铺开。

活动寓教于乐
宣传深入人心

海口市秀英区通过文艺表演、知
识抢答、禁毒游戏等寓教于乐的方式，
营造全社会参与禁毒斗争的浓厚氛
围，为助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提供
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

开场舞《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歌曲《全力禁毒·利民利国家》……活
动现场，歌曲、舞蹈、小品等精彩的禁
毒文艺汇演节目轮番上演，让市民在
享受“文化大餐”的同时，掌握禁毒常
识和相关法律法规。

该区志愿者在组织市民参与禁毒
知识问答的同时，还详细讲解了毒品

相关知识、禁毒法律法规及毒品的种
类和危害等。

海口市琼山区在凤翔湿地公园举
办禁毒主题活动。海南日报记者从活
动上了解到，近年来，琼山区累计开展

“禁毒宣传进万家”活动344场，受教
育群众达15万余人次，起到良好的宣
传效果。

此外，该区对辖区内40家入网的
易制毒化学品企业开展监管，建立信
息员报告制度，通过规范管理，严防易
制毒化学品流入非法渠道。全面开展
毒品原植物踏查铲除专项行动，切实
做到铲毒务尽、不留死角。

在活动中，海口美兰区工作人员
向过往群众发放禁毒宣传材料，积极
引导群众参观禁毒展板、毒品仿真模
型，向辖区居民有效普及了禁毒知识。

美兰区工作人员介绍，此次宣传
活动通过悬挂横幅、摆放宣传展板、发
放禁毒宣传环保袋、禁毒宣传册等，进
一步加深了群众对常见毒品、新型毒
品危害性的认识，增强了群众远离毒
品、拒绝毒品的自我防范意识和能力。

（本报海口6月22日讯）

我省多地举行禁毒主题活动

普及禁毒知识 强化拒毒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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