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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火山荔枝”“三亚芒果”
“澄迈桥头地瓜”……有着地理标
志产品标签的海南农产品，越来越
受消费者青睐。据海南日报报道，
截至目前，海南共有116个地理标
志产品，其中，年产值上亿元的39
个，年产值上 10 亿元的 10 个。地
理标志品牌正成为“琼字号”农产
品打开市场，迎接广阔发展前景的
一把“金钥匙”。

酒香也怕巷子深。品牌是产
品形象的象征，对于种植养殖范围
分散、产品质量受气候条件影响
较大的农产品而言，创造品牌、树

立 形 象 是 赢 得 市 场 的 一 把“ 利
器”。地理标志是一种国际公认
的重要的知识产权，标示某商品
来源于某特定地区，该商品的特
定质量、信誉或者其他特征，主要
由该地区的自然因素或者人文因
素所决定。农产品拥有地理标
志，表明具体的地域特色和良好
的质量信誉，具有一定品牌效应，
市场识别度清晰，产品附加值高，
能够提升核心竞争力，增加议价
权，让好产品卖出好价格。

加强地理标志品牌建设，强化
地理标志保护和运用是促进农业
增产和农民增收的重要手段，对于
培育壮大产业链具有多重积极意
义。乘着地理标志品牌的“东风”，

我省一些质量上乘的农产品身价
倍增，市场前景可期。比如，澄迈
桥头地瓜产于富硒地区，2018年注
册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后，打造

“甜而不腻，安全营养”的核心卖
点，不仅售价可观，销售渠道也更
为稳定，为当地种植户开辟了致富
路；又如，“三亚芒果”品牌打响后，
在市场上保持着销售优势，带动农
户增产增收，目前种植面积达36余
万亩，年产值近 60 亿元。反过来
说，农产品通过地理标志产品认
证，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
满足当前多元化的消费需求，带来
巨大商机，能够激发广大农户的生
产热情，助推农产品提质升级，加
快产业现代化发展步伐，形成供给

端和需求端齐头并进的良性循环。
得益于独特的地理位置，我省

农产品具有自然禀赋，地理标志品
牌有着较大挖掘潜力。此外，我省
高度重视农业发展，将热带特色高
效农业作为四大主导产业之一进行
谋划布局；今年我省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要实施“品牌强农”战略，也为
加强地理标志产品建设提供了契
机。我们要聚焦荔枝、火龙果、咖啡
等公共区域品牌，利用地域优势、政
策优势，推动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成
势成型，带动广大群众增产致富，为
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农产品地理标志来之不易，背
后浓缩着当地百姓的勤劳汗水，属
于无形的集体资产。用标主体抱

团发展，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不但
是地理标志品牌的使用者，也是受
益者，更应是守护者，因此要坚持
诚信经营，拒绝以假乱真、浑水摸
鱼等破坏市场秩序行为。相关部
门也要加大地理标志产品认定与
推广力度，提升地理标志品牌的影
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同时加强管
理，严格查处侵权违法行为，让农
民通过使用地理标志和商标，真正
得到实惠。

源自一方水土的滋养，地理标
志产品脱颖而出，造福一方百姓，带
动一方经济。用心呵护“琼字号”地
理标志品牌，擦亮海南农产品的“金
名片”，定能不辜负市场的信任和期
待，回报一方百姓的辛勤付出。

擦亮海南优质农产品名片
■ 韩慧

“桌长”“饮水机长”“走廊廊长”
“窗台台长”“前门管理员”……近
日，四川宜宾一位小学二年级班主
任为班里的51名学生设置了53个
班干部岗位，引发网友热议。有网
友评论说，人人都是班干部的背后，
是教育的善意和智慧。

班干部与其说是“官”，不如说
是班级某项事务的承担者、服务
者。人人都是班干部，事事有着落，

人人有事做，不仅有利于班级的管
理，还能调动同学们参与班级管理
的积极性，让他们学会担当、懂得责
任。每个孩子的天赋、能力不同，教
育工作者要善于发现他们的闪光
点，并让他们在合适的岗位上发挥
优势，以此来增强他们的自信心。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人都是班干
部”提供了一种教育管理思路，值得
肯定和借鉴。（图/朱慧卿 文/魏燕）

让教育充满善意

今秋开学，《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
（2022年版）》正式实施，劳动课从“综合实
践活动课程”中独立出来，升级为义务教育
阶段必修课程，平均每周不少于1课时，引
发各界广泛关注。

“让孩子们在泥土里学会耕耘，在烟火
气中体味生活，在指尖上打开大千世界，亲
手创造色彩斑斓的人生。”在中小学开设劳
动课，其目的在于通过组织学生参加日常
生活劳动、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让学生
动手实践、出力流汗、接受锻炼、磨炼意志，
培养学生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和良好的劳动
品质。从记者的调查可以看到，开学伊始，
不少学校开设了各种既有特色又接地气的
劳动课，如整理收纳、垃圾分类、制作美食、
种植蔬果，以及让学生参与图书馆管理、食
堂分餐、开展职业体验等。这些课程既锻炼
了孩子动手能力，又能培养孩子独立精神，
契合劳动课设立的初衷，是劳动教育课程的
有益探索和尝试。

开设劳动课是完善劳动教育的第一
步，让劳动课上出实效，还需多方发力。一
方面，学校要把劳动课上到实处，而不仅仅
是“写”在课表上。劳动课注重实践性、参
与性和体验性，这就需要学校在教学场地、
设备、师资等方面加大投入，给学生创设能
够真正动手实践的场景，还可以邀请一线
劳动者，如工匠、劳模等担任“实践导师”，
让孩子们在出力流汗的过程中体验劳动
的艰辛，感受劳动带来的快乐，学到专业
的劳动技能，理解劳动的价值，增强社会
责任感。

另一方面，还要与时俱进，创新劳动课
程的内容和方法，结合时代特点和学生需
求，把劳动教育与社会实践、职业规划结
合起来，让孩子们更多地了解各行各业的
新知识、新技术、新领域，培养兴趣，发现特长，为培养行业人
才奠定基础。家长也应转变观念，主动培养孩子的劳动意识、
劳动观念、劳动习惯，让孩子做力所能及的家务，鼓励学生参与
多样化的生产劳动，获得更丰富的劳动体验。只有家校携手、多
方合力，才能为孩子创造懂劳动、会劳动、爱劳动的良好环境。

劳动创造无限可能。开设劳动课的最大价值，不仅仅在于
培养孩子动手能力本身，更在于通过劳动教育还原学生的社会
性，让他们习得一定的劳动技能，形成一定的劳动价值观，成为
合格的社会成员。深化劳动教育，也需要全社会共同支持、协同
配合，建构起全方位的社会性劳动教育体系，切实提升劳动课的
实效性，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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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
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
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互
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
定》（以下简称《规定》），自2022
年9月30日起施行。对弹窗信
息推送服务进行规范管理、划
定合规边界，此举有助于维护
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促
进互联网信息服务健康有序发
展，受到网友的支持。

很多手机用户对“霸屏”的
弹窗广告都深有体会，也深受
其扰。弹窗广告多如牛毛，很多
应用软件均有弹窗广告。打开
一个网页，就会不断跳出弹窗广
告；消费者浏览过某类商品，相关
广告就会源源不断推送而来。
而很多弹窗广告还无法关闭，或
是关闭键小，难以识别。这些弹
窗广告就如线上的“牛皮癣”，影
响了网民的正常生活，侵犯了消

费者的合法权益。尤其一些弹
窗广告还涉嫌销售假冒伪劣食
品、保健食品、药品等，给消费者
造成安全隐患。

我国广告法第44条明确规
定，利用互联网发布、发送广告，
不得影响用户正常使用网络。
在互联网页面以弹出等形式发
布的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
志，确保一键关闭。《互联网广告
管理暂行办法》第八条也规定，
在互联网页面以弹出等形式发
布的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
志，确保一键关闭；不得以欺骗
方式诱使用户点击广告内容。
虽然相关法律法规俱在，相关部
门也多次针对互联网广告开展
整治行动，但弹窗广告等“春风
吹又生”，难以得到根治。

这是因为不同于电视广
告、实体店广告等传统广告模
式，弹窗广告通过网络传输，具
有隐蔽性，监管部门对于互联
网广告更难实行有效监管。此

次《规定》明确：不得以任何形
式干扰或者影响用户关闭弹
窗；弹窗推送广告信息的，应当
具有可识别性，显著标明“广
告”和关闭标志，确保弹窗广告
一键关闭。明确了监管红线，
更需给红线通上“高压电”。

对此，监管部门和相关平
台要加大监管力度，提高违法
广告发布者、不法广告商等各
方责任人的违法成本，让他们
得不偿失；升级监管手段，善用
互联网的技术优势，实现更有
效监管。广大网民也要对“霸
屏”弹窗广告“零容忍”，增强防
范意识，不要轻易点击陌生链
接或扫描二维码；同时，还要畅
通消费者举报渠道，充分调动
消费者的举报积极性，对经查
实的举报线索，要对举报者给
予相应奖励。各方合力，打掉
弹窗广告的“霸”权，才能更好
净化网络环境，保护广大消费
者正当权益。

治理“霸屏广告”监管不能软
■ 戴先任

本版言论只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投稿信箱：hnrbpl@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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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海南省明辉建筑劳务有限责任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MA5TKEAB32）遗 失
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
（潘祚明）法人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小龙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665102837X）遗 失 公
章、财务专用章、（王忠蓉）法人章，
声明作废。
●雅克设计有限公司遗失常平镇
政府采购管理办公室于2014年4
月9日开具的广东省行政事业单
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票号：
AY64209775财政，声明作废。
●陵水琼康五金贸易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五指山大北农饲料店不慎遗失
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龚得志遗失护士执业证，证号：
201246001848，声明作废。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工会琼中黎
族苗族自治县支行委员会遗失工
会法人法定代表人证书，证号：
2117000185，特此声明作废。

公告
海南蓝悦喜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冯泓谕与你公司
劳 动 争 议 案（海 劳 人 仲 案 字
〔2022〕第595号）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委海劳人仲
裁字〔2022〕第 558 号仲裁裁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
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地址：海
口市西沙路4号，联系电话：0898-
66783032），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裁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本裁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9月15日

公告
海南宝瑞达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云伊、屈明珠与你
公司劳动争议案（海劳人仲案字
〔2022〕第986、987号），现依法向
你公司公告送达劳动仲裁申请书
及证据、应诉通知书、开庭通知书
等，限你公司在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委领取（地址：海口市西沙
路4号，电话：0898-66523285），

召开股东会的通知
海南胤隆投资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海南胤隆投资有限公司将定于
2022年10月15日15：30在海口
万国大都会B座14楼会议室召开
2021年全年股东会，会议议题：公
司2021年全年经营情况及2022
年工作计划报告。望各位股东按
时参加会议。
特此通知。

海南胤隆投资有限公司
2022年9月16日

逾期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
后的2022年11月10日下午2时
30分在本委仲裁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9月16日

召开股东会的通知
海口衍宏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全体股东：海口衍宏小额贷款股份
有限公司将定于2022年10月15
日上午10：00在海口万国大都会
B座14楼会议室召开2021年全年
股东会，会议议题：公司2021年全
年工作总结暨2022年工作计划。
望各位股东按时参加会议。特此
通知。
海口衍宏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9月16日

召开股东会的通知
海南衍宏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全体
股东：海南衍宏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将定于 2022 年 10 月 15 日上午
11：00在海口万国大都会B座14
楼会议室召开 2021 年全年股东
会，会议议题：公司2021年全年工

道歉声明
海南省海口市人民检察院诉本人
破坏海洋生态公益诉讼案件
〔2020〕琼72民初316号，经海口
海事法院审理认定，本人出售珊瑚
的行为违反了国家法律法规的规
定，破坏了海洋生物种群多样性和
海洋生态系统的平衡性，侵害了海
洋生态环境，致使国家和社会公共
利益受到损害。通过法庭审判，本
人对自身的过错和危害后果已有
深刻的认识和悔悟。在此真诚地
向广大社会群众赔礼道歉，保证今
后不再发生类似行为。

声明人：黄朝莉
2022年9月16日

注销公告
海南省品佳医学人文研究中心拟
向海南省民政厅申请注销，请相关
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45天内到本
研究中心办理相关事宜。

●万宁君记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行政公章一枚，声明作废。●海南龙泉人食品有限公司海口
龙昆南分公司遗失食品经营许可
证 正 本、副 本 ，许 可 证 编 号 ：
JY2TE46011019897，特此声明。●海南铖宇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危
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正本遗失，
证书编号：海口龙华危化经字
〔2018〕0024号，现声明作废。●昌江石碌鸿昌汽电修理店（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69031L19886297M）遗 失 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琼海市公安局潭门派出所遗失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410001751303，声明作废。●海南海盛物业服务有限公司遗
失电梯设备产品出厂合格证，产品
编号：201211144，声明作废。●儋州市雅星镇乐满村股份经济合
作联合社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昌江海尾来吧旅馆遗失卫生许
可证副本，许可证号：昌卫公证字
〔2012〕第0119号，声明作废。●中园港鑫石化（海南）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李俊贤不慎遗失海洋渔业普通
船 员 证 书 ，证 书 号 码 ：
460028196908308939，特此声明
作废。●李荣不慎遗失海洋渔业普通船
员 证 书 ， 证 书 号 码 ：
460028199608028939，特此声明
作废。

广告·热线：66810888

典 当 遗 失

通 知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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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美兰站
龙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57135

海府一横路19号美舍小区10栋201房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海玻路第一砖厂宿舍5栋104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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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 迈 13876490499

屯昌 13907518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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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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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海 融 媒 海 报 招 聘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

分店25家，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地

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正规专业、快
速灵活、高额低息。海口公司：国贸玉沙

路椰城大厦一层。电话：68541188、

68541288、13307529219。三亚公

司：三亚解放路第三市场旁，电话：

88558868，13518885998。

招 租

海建家园首层铺面招租
位于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琼文大

道琼文东一巷46号，毗邻新区临

空产业园。国企开发，共17间，层

高 5.3 米，面积 80m2～280m2，租

金低至27元/m2/月起。联系人：

郑俊妍，手机：18889706285，电

话：0898-66519378。

作总结暨2022年工作计划。望各
位股东按时参加会议。
特此通知。

海南衍宏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2022年9月16日

召开股东会的通知
海南衍宏中金投资有限公司全体
股东：
海南衍宏中金投资有限公司将定
于2022年10月15日上午11：30
在海口万国大都会B座14楼会议
室召开2021年全年股东会，会议
议题：公司 2021 年全年经营情
况。望各位股东按时参加会议。
特此通知。

海南衍宏中金投资有限公司
2022年9月16日

召开股东会的通知
海南金港置业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海南金港置业有限公司将定于
2022年10月15日14：30在海口
万国大都会B座14楼会议室召开
2021年全年股东会，会议议题：公
司2021年全年经营情况及2022
年工作计划报告。望各位股东按
时参加会议。
特此通知。

海南金港置业有限公司
2022年9月16日

分立公告
海南正大汇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注册资本110万元）拟存续分
立为海南正大汇龙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存续公司，注册资本100
万元）和海口笠渚商贸有限公司
（新设公司，注册资本10万元），本
公司债权人可自公告之日起四十
五日内要求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
担保，本公司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
内行使上述权利的，公司分立将按
照法定程序实施。特此公告。

海南正大汇龙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公 告

白沙各中小学开展秋季新学期毒品预防教育活动

家校协同发力 铸牢防毒屏障
临高县公安局开展禁毒夜查行动

消除涉毒隐患 减少毒品危害
为全面加强校园禁毒宣传教育

力度，提升青少年的禁毒防毒拒毒意
识，增强自我保护能力。连日来，白
沙黎族自治县各中小学积极开展秋
季新学期毒品预防教育工作，通过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宣传方式，使学生、
家长、老师们都能参与到毒品预防教
育中来，家校合力铸牢“三位一体”
防毒墙。

白沙全县各中小学开展了禁毒
主题班会，老师们借助多媒体向同

学们播放禁毒宣传教育影片，教导
孩子们自我防毒“五不要原则”：不
要相信吸毒能治病、提神、益智、减
肥，用理智粉碎谣言；不要去高危场
所，谨慎交友玩乐；不要效仿明星偶
像的不良行为；不要好奇、侥幸；不
要轻信他人，不冲动赌气。

预防青少年涉毒违法犯罪，离不
开家长的陪伴与参与。白沙各学校
在微信年级群、家长群积极转发海南
省禁毒办的《致学生家长的一封毒品

预防信》，并要求家长陪同学生一起
阅读学习，引导家庭成员了解毒品危
害，增强法律意识，积极投入到禁毒
宣传教育队伍中来，家长、学校合力
共同教育引导孩子“拒绝毒品，健康
生活”。通过“线上+线下”双线并行
的宣传模式，更好普及禁毒宣传，扩
大宣传阵地，增加学生和家长学习禁
毒知识的渠道，营造良好的育人氛
围。

（撰文/梁子 胥瑞）

专题 值班主任：罗清锐 主编：刘笑非 美编：孙发强健康人生 绿色无毒——海南禁毒进行时

9月9日至11日晚，根据全国公安机
关集中统一行动安排，临高县公安局组
织开展了夏夜治安巡查宣防第三次集中
统一行动暨禁毒夜查行动。

为营造“新一轮禁毒三年大会战收官
战”禁毒宣传浓厚氛围，行动期间，民警积
极发动群众关注禁毒微信公众号，在宾馆
酒店、茶艺棋牌室、烧烤园、水吧饮品店等
场所张贴禁毒宣传海报1000多张。

另外，行动期间，为了不影响企业正
常生产、运营，让企业“少跑腿”，临高县公

安局组织民警为使用易制毒化学品的企
业上门送服务，进一步了解企业的需求，
在符合疫情防控管理规定和易制毒管理
的相关法律规定情况下，加班加点审核企
业的申请材料，第一时间为企业审批。

本次行动，临高县公安局共出动警
力1453人次，发动组织群防群治力量
298人次，出动车辆535辆次，巡查重点
部位和场所124个，排查整改各类安全
隐患32处，盘查人员3567人。设立综合
查缉、巡查管控、交通整治、“毒驾”等卡

点47个，检查车辆3844辆次、船舶95
艘，发放宣传资料872份，服务群众442
人，尿检50人，未发现涉毒行为。

下一步，临高县公安局将以最大限
度消除涉毒风险隐患、减少毒品危害为
目标，坚决做到“四个严防、两个确保”，
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
治安大局稳定，为全县营造平安和谐的
环境提供有力保障，以优异的成绩迎接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撰文/梁子 王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