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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台风“奥鹿”

昌江法律援助志愿律师为107人
讨回被骗资金976万元

本报石碌9月27日电（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
冯兰田）9月27日，多位群众将一面鲜红的锦旗
送到昌江黎族自治县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感谢

“1+1”法律援助志愿律师杨彦萍为他们讨回被骗
的购房定金、首付款等共计976万元。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2013年至2017年，项目
承建方林某与非本厂职工的购房者签订了《昌江某
厂经济适用房职工集资协议书》，先后收取了107名
购房者的购房定金、首付款等共计976万元。2018
年至2020年，林某因涉嫌非法经营罪，该厂原负责
人符某因涉嫌贪污、受贿罪先后被捕入狱。

由于涉案房产存在违法建设、一房多卖、非法
销售等诸多问题，房屋一直无法如期交付。得知
情况，昌江黎族自治县委、县政府积极引导购房者
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考虑到大多数
购房者无力支付律师代理费，县政府通知县司法
局将该事项列入法律援助事项范围。

接到通知后，昌江黎族自治县司法局立即指
派杨彦萍代理此案。通过核对账单、法律诉讼和
申请强制执行，杨彦萍和当地法院最终为被骗购
房者讨回购房定金、首付款等款项。

本报海口9月27日讯（见习记者
刘晓惠）十二生肖亲子音乐会、国庆节
爱国主题展览、文艺演出下基层活动
……9月27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我省各
市县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获悉，为丰
富国庆期间旅游文体产品供给，我省各
地通过多种方式，启动各类“花式”主题
活动，满足假日期间人民群众精神文化
需求，助力文旅消费回温。

10月1日起，陵水黎族自治县旅
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将在该县图书馆
举办2022年全民阅读系列活动之国

庆节爱国主题展览，展出各个时期的
爱国奋斗人物先进事迹，激发广大少
年儿童读者的爱国情怀。

国庆期间，儋州市研学旅游协会
将组织亲子家庭到东坡书院开展研学
游活动，体验书法、私塾等研学项目，
营造浓厚的东坡文化氛围；到七里村
游玩千年古村落，体验农耕文化，互动
制作儋州美食。

10月5日，省旅文厅将在文昌举
办“美好新海南·环岛欢乐行”2022年
（第四届）美丽海南乡村主题游文昌站

活动，以乡村旅游消费和乡村旅游推
介为侧重点，组织乡土、乡创、美食、非
遗等市集，融合民族文化活动、乡村沉
浸式体验和打卡乡村旅游精品线路等
新形式，促进乡村旅游发展。

10月6日，临高县将举办非遗文
化艺术展演活动，通过多种形式展示
近年来该县非遗保护工作取得的成
果，让群众亲身体验非遗传统文化的
魅力，再现传统文化的内涵。

在体育赛事方面，10月2日至4
日，定安全域自驾游打卡赛将启动，该

赛事整体设计依托定安生态、人文、美
食等特色优势，采用“国际二级汽车拉
力赛”规则，赛员驾车在开放的公共道
路遵守交规、限速行驶，以准时到达取
优胜。根据定安的旅游特色，比赛还
特设了“景区徒步定向赛”环节，让赛
员在驾车穿越定安全域的同时还能享
受景区徒步的乐趣。

10月8日，临高将启动“以文塑
旅，魅力临高”2022年临高五公里文
化健走活动。该活动整合临高海港文
化、人偶戏文化、曲艺文化、红色文化、

自然文化、长寿文化等六大文化资源
与旅游资源，融入全民健身计划与乡
村振兴计划，打造一场专为临高定制
的超级赛事IP，呈现全天候、全龄段、
全区域的城市级健走活动。

省旅文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受疫
情影响，长线旅游市场受阻，连日来，
我省各市县多措并举开拓本地市场，
推出系列旅游文体产品，将满足本地
市民游客的文化旅游需求。省旅文厅
也将继续举办好系列宣传推广活动，
推动旅游市场复苏。

主题展、研学游、赛事活动……我省各地丰富国庆期间旅游文体产品供给

“花式”活动 乐享假期

■ 综合本报记者来稿

今年第16号台风“奥鹿”（超强台
风级）预计将于9月 28日早晨到上午
在越南东部沿海登陆。受其影响，我省
多地有强风雨天气。面对风雨来袭，我
省各市县、各部门提前部署，迅速行动，
积极做好防汛抗风准备工作，全力确保
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船回港 人上岸

9月27日上午，临高县新盈中心渔
港许多渔船整齐有序停靠在码头，渔民
已经加固好缆绳，做好防台风准备工作。

据悉，临高有关部门及时部署防风
工作，全力确保所有在海渔船全部进港，
人员全部上岸避风。临高县渔业事务服
务中心提前通知村委会，并通过电台北
斗系统向在海上的渔船发送回港避风信
息。渔船回港时，服务中心和相关部门
共同配合到港口维护航道。目前，临高
4917艘渔船已全部就近回港避风。

在琼海市潭门中心渔港，琼海农业
农村局渔政事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逐一
登船，检查缆绳固定情况，排查安全隐
患。

“我们从9月23日开始密切关注海
上天气变化情况，陆续通过北斗平台发
送预警信息，提醒渔船做好防风准备，
同时严格落实日常巡查与渔港船舶进

出管控工作。”琼海市渔政事务服务中
心副主任李岳周告诉记者。

为做好台风“奥鹿”防御工作，海南
省公安厅海岸警察总队各级全警动员，
多措并举做好防御工作。

在海口，针对“奥鹿”风力逐渐增强
的情况，第八支队民警深入港口、码头
和船舶停靠点，积极宣传防风避险知识
和防风防汛措施；在三亚地区的三亚
港、崖州中心渔港、西岛等重点港区和
景区，第四支队民警联合港区企业、游
艇公司，对停靠在码头的客船、游艇、渔
船进行登船检查，并协助企业、群众转
移应急物资；在儋州市白马井码头，白
马井海岸派出所民警发动渔民一同加
固加粗缆绳，保证船只安全。

保供应 强保障

“哗哗哗……”伴随着机器的轰鸣
声，一股巨大而强劲的水柱从排管口喷
涌而出。9月27日，在海南消防三亚消
防救援支队操场上，一台小型机器人从
一辆厢式消防车的后备箱缓缓驶出，并
在消防救援人员的遥控操作下，左右前
后移动，喷涌而出的水柱如一条蛟龙。

记者了解到，为做好台风应急救援
准备工作，海南消防亮出抢险救援高科
技，组织人员对这台排涝机器人进行检
测。三亚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符人宏介
绍，这台排涝机器人体积小，相对于以往

使用的大水泵或是抗洪排涝消防车，它
不但排水能力强，还很灵活，很适合地下
车库、隧道、住宅等区域积水的排涝。

9月27日11时30分，南方电网海
南电网公司启动防风防汛Ⅲ级响应，加
强防风防汛和疫情防控双统筹，有序组
织开展隐患排查，应急抢修队伍处于随
时待命状态，全力做好台风抢修复电准
备工作。海南电网公司应急办负责人
说，该公司已督促19个供电局做好电力
设备设施隐患排查及治理，重点关注低
洼地区居民小区和医院等用户的防涝应
急处置情况。

在南方电网琼海供电局，针对防疫
医院、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防疫隔离观
察点等重要用户，建立“一户一策”措施，
协助用户开展设备监测，排查用户设备
隐患，并与政府防疫部门建立全天候应
急联络机制，确保客户诉求及时响应，第
一时间做好用电问题的应急服务。

从9月26日起，万宁市领导全部奔
赴防台一线，对水库、渔港、低洼地区等
进行督导，把关防风工作落实。27日开
始，万宁除了万城镇，其他镇（区）都开始
有序解除静态管理。万宁对万城镇的核
酸采样点、医院采样点、方舱医院监测点
都进行了加固加牢；同时对一线采样人
员加强个人安全防护。截至9月27日
20时，万宁已转移低洼易涝、工地工棚、
老旧瓦房和有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
614人。 （本报海口9月27日讯）

我省各市县各部门积极做好防汛防风工作

严密防范 全力应对

海口港岛花园东侧规划路
实现功能性通车

本报海口9月27日讯（记者郭萃 特约记者
萧海山）9月26日，海口市龙华区港岛花园东侧
规划路实现功能性通车。这是继6月华庭横路连
接坡巷路正式通车以来，海口龙华区打通的第2
条城市“断头路”。

据了解，港岛花园东侧规划路北起学院西街，
南至椰海大道，长320.87米，宽16米。当天，记
者在现场看到，路面宽阔整洁、标线清晰，往来的
车辆、行人在机动车道及人行道上有序通行。

“因近年来周边小区入住率不断提高，人车流
量随之增加，原本的‘断头路’为市民出行带来了
不便。为此，龙华区迅速启动该道路建设工作，并
多次召开现场协调会，解决建设中的突出问题，多
方联动加速推进项目建设。”港岛花园东侧规划路
建设工程项目相关负责人张鸿标介绍。

“以前我们开车到椰海大道，必须从苍峄路或
学院路绕行，现在‘断头路’打通了，就可以直接从
新路上椰海大道，比以前方便多了。”附近小区居
民王先生说。

精彩主题活动
提前知

10月1日起，陵水图书
馆举办2022年全民阅读系
列活动之国庆节爱国主题
展览

10 月 2 日至
4日，定安举行全
域自驾游打卡赛

10 月 5 日，文昌举办
“美好新海南·环岛欢乐行”
2022年（第四届）美丽海南
乡村主题游文昌站活动

10月6日，临
高县举办非遗文
化艺术展演活动

10 月 8 日，临高启动
“以文塑旅，魅力临高”
2022年临高五公里文化健
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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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月月2727日日，，在海口海甸溪在海口海甸溪，，渔船回港避风渔船回港避风。。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袁琛袁琛 摄摄

9月27日，在海口南海大道和龙昆南路交叉口，市民骑电动车
冒雨出行。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9月27日，三亚消防救援支队组织人员对排涝机器人进行
检测。 海南消防供图

海口江东新区将新增
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

本报海口9月27日讯（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
曹柳）海南日报记者9月27日从海口江东新区管
理局获悉，江东新区美蓝学校及美兰区特殊教育
学校项目获得可研批复，建成后将满足区域居民
需求，促进海口江东新区中小学教育优质资源均
衡发展。

据介绍，建设项目包括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
和一所特殊教育学校，建设地点位于江东新区东寨
新居二期东侧，西侧靠城市道路。项目地块用地面
积约5.7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7万平方米。

该项目在全国勘察设计大师陈雄的指导下，拟
打造成一座满足多元化教学的“聚落校园”，设计方
案考虑在尺度、环境、交互、海口文化的多重因素下，
塑造公共空间的教学拓展、生活共享与绿色生态等
特色。另外，由于校园内含特殊教育学校，项目最初
就在校园立面上制定空间引导色彩搭配，通过橙、
蓝、绿的点缀颜色，充分利用在特殊儿童校园中的色
彩构成，起到良好的治愈和引导作用。

海口美兰区
“法律服务超市”揭牌

本报海口9月27日讯（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
陈尾娇）9月27日，海口美兰区在区公共法律服
务中心举行“法律服务超市”揭牌仪式。

美兰区司法局结合群众对公共法律服务的需
要，集法律援助、法治宣传、人民调解、公证、行政复
议、法律咨询、律师服务等多项职能为一体，打造“法
律服务超市”平台，实现了“进一扇门，集中受理，分
流处理，一揽子解决问题”的“一站式”法律服务。

“法律服务超市”在临街开设功能室，率先在
全省设立“7×24小时”法律服务室，引入公共法
律服务自助终端机，为群众提供全天候的自助法
律服务。在大厅设置“美兰区公共法律服务宣传
平台”，群众可以自由地挑选需要的法律服务，解
决遇到的法律问题。

美兰区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将力争将更多
的法律服务引入平台建设，统筹推进法律服务工
作不断向前发展，积极探索和完善公共法律服务
体系运行机制，打造美兰特色的法律服务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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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亏纪委同志的谈话提醒，要不然
我就犯错了。”近日，昌江黎族自治县七
叉镇某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向镇
纪委的同志表示感谢。

原来早些时候，这名村干部带家人
在外用餐准备结账时，碰到了前来用餐
的承包该村土地的私人老板，对方准备
为其一起买单。但这名村干部想起镇纪
委的提醒后予以拒绝。

“镇纪委的同志跟我谈话时曾说过，
餐后由管理服务对象买单，则可能会违反
廉洁纪律……”正是因为有了这句话，才

让这位“一肩挑”的村干部没在支付餐费
这样的“小事”上犯错误。

“我们已将此事向村‘两委’干部和
村小组长传达，提醒大家要相互监督。”
七叉镇纪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近年来，昌江县纪委监委紧盯“关键
少数”，尤其是各村“一肩挑”人员，对出

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较好地做到早
发现、早预防。县纪委监委督促全县8
个乡镇纪委通过基层小微权力“监督一
点通”服务平台，进一步强化对“一肩挑”
人员的有效监督。同时，各乡镇纪委运
用好谈心谈话、谈话提醒等方式，运用监
督执纪四种形态，及时查处“一肩挑”人

员违规违纪行为。探索推行乡镇纪委指
导村务监督委员会业务工作，聘任村务
监督委员会主任为村级纪检监察监督
员，落实对“一肩挑”人员工作的监督，各
村“一肩挑”人员的问题线索由村务监督
委员会主任直报乡镇纪委。

昌江各乡镇纪委通过加强常态化监

督，不定期列席各村“三重一大”事项重要
会议，将发现的问题进行梳理盘点，并要
求即刻整改，有效避免“一肩挑”人员搞

“一言堂”、当“一霸手”的现象。今年以
来，8个乡镇纪委对辖区各村“一肩挑”人
员共立案3件3人，谈话提醒17人。

各乡镇纪委还通过指导运用“四议

两公开”工作法，实现了各村村务监督委
员会对“一肩挑”人员的监督，确保基层
民主监督各项工作落实落细。今年以
来，各村村务监督委员会发现“一肩挑”
人员在支部会议上不执行末位表态等履
职不到位7次，督促立行立改7次。

“抓住‘一肩挑’人员这一‘关键少
数’，可以强化‘一肩挑’人员的‘第一责
任人’意识，解决落实主体责任工作中存
在的抓而不紧、抓而不严、抓而不细等
突出问题。”昌江县纪委监委主要负责人
表示。 （撰文/林枫 韦加福 张荣华）

昌江纪委监委规范“一肩挑”人员行使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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