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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陋习、树新风”

我省将在各市县开展
移风易俗文艺宣讲巡演

本报讯（记者尤梦瑜 通讯员吴雅菁）11月1日
下午，省文联召开宣传二十大“我们的中国梦”文化
进万家——海南首届“破陋习、树新风”移风易俗文
艺宣讲志愿服务活动巡演节目评审会。

海南首届“破陋习、树新风”移风易俗文艺宣
讲志愿服务活动由海南省乡村振兴局和海南省
文联联合主办，该活动自筹备以来，经认真落实
活动宣传、征集、初审等阶段性工作，现已完成
作品征集、创作、编排、艺术包装、整合等相关工
作，活动进入巡演阶段，将于今年11月至12月
在我省各市县进行宣讲巡演，期间将完成19场
演出。每场宣讲活动将演出作品10—12个，包
含歌曲、舞蹈、曲艺、歌舞、本土琼剧等。节目内
容紧扣活动主题，围绕男女平等、勤劳致富、文
明饮酒、拒绝私彩、厉行节约、孝老爱幼、卫生整
洁等“七个倡导”主题，既注重内容的丰富性、形
式的多样性，也注重本土特色的展示，力求充分
满足老百姓的文化需求。

海南大学斩获2022年
国际基因工程机器大赛金奖

本报讯（记者黎鹏 通讯员万逸）近日，2022
年国际基因工程机器大赛在法国巴黎举行。海南
大学代表队在该校南海海洋资源利用国家重点实
验室等相关部门的支持下，与来自麻省理工学院、
哈佛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的350支代
表队同场竞技，凭借“核酸追踪者：一种便携式、单
碱基、无扩增，基于CRISPR/Cas的核酸检测平
台”项目斩获金奖。

据悉，国际基因工程机器大赛由麻省理工学
院于2003年创办，现已发展成为合成生物学领
域的国际顶级大学生科技赛事，也是涉及数学、
计算机、统计学等领域交叉合作的跨学科竞赛。
该赛事赛况和研究成果每年都受到《Science》
《Nature》等学术杂志的关注，具有广泛的国际
影响力。

我省开展2022年秋冬
大气污染防治攻坚行动

本报海口11月2日讯（记者周晓梦 特约记
者孙秀英 通讯员刘国宝）自今年10月中旬开始，
省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省污
防办）组织5个督导检查组，持续开展改善大气环
境质量专项督导行动。11月2日，海南日报记者
从省污防办获悉，截至目前，各督导检查组共检查
各类污染源593个，发现问题污染源291个，有效
遏制秋冬季本地大气环境污染源。

据了解，今年1～9月全省空气质量总体优
良，优良天数比例为99.5%，细颗粒物（PM2.5）浓
度为11.1微克/立方米。从往年空气质量的监测
数据来看，我省每年秋末冬初开始一直到次年春
季空气质量有较大的波动，今年完成空气质量改
善目标任务仍面临较大压力。

为进一步推动各市县大气污染防治责任落实
到位，我省开展2022年秋冬大气污染防治攻坚行
动，省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5个专
项督导组，对空气质量改善序时累计任务完成较
差的10个市县开展专项督导行动。

此次专项督导重点聚焦槟榔加工、水泥建材、
砖瓦制造、矿山开采等行业企业和工业炉窑、锅炉
的污染防治情况，“六个严禁”工作情况，柴油货车
和非道路移动机械冒黑烟问题，工地扬尘、物料堆
场及裸土扬尘等污染防治情况，“散乱污”企业综
合治理情况，以及其他涉气问题等。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通讯员 庞裕侠

“家风的好坏，不仅关系到一个
家庭的幸福，还关系到社风政风……
书中英模党员的家风故事深深打动
了我。”日前，在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
长泰村“清风书屋”内，村民李大姐正
拿着一本《清风传家》和朋友交流读
书心得。

走进位于云龙镇长泰村冯白驹故
居旁的“清风书屋”，房间整洁明亮，古
色古香的书架上整齐摆放着各类书

籍，藏书千余册，内容涉及党内法规、
廉洁文化、历史文化、红色文化、生活
百科等多个方面，墙上的“廉洁寄语”
专栏贴满了群众的心声，旁边的清廉
信箱用于听取群众呼声，外面的“清风
小筑”为群众提供茶饮和点心……“清
风书屋”真正成为群众放松身心、汲取
廉洁精神养分的场所。

一间茶室、一盏清茶，一张方桌、
几把长凳，大家相对而坐，共话廉洁
情。这是近日琼山区纪委监委联合云
龙镇纪委在“清风书屋”开展“清廉茶

话会”的一幕。
区、镇两级纪委与村干部、群众代

表围桌而坐，一边品尝茶点，一边就清
廉村居建设、基层移风易俗和社会治
理等话题交流研讨，现场气氛热烈，群
众你一句、我一语提出的“金点子”，让
纪委工作人员频频竖起大拇指。

“边喝茶边谈话，这种氛围很放
松，我们建议把廉洁文化宣传推广
和农业种植技术等群众急需的生活
知识宣传推广结合起来，大家拍掌
叫好，让我们很受鼓舞。”长泰村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符海根感慨
地说。

而在“清风书屋”旁的榕树下，一
场以廉洁为主题的屋场会正在进行。
长泰村老支书周道华常常在书屋里一
坐就是半天，把廉洁故事、学习体会记
录在自己的“廉洁宝典”上，趁着茶余
饭后和群众一起分享，镇农技站的专
家还会在这里就群众提出的种植难题
现场解答。

“这样的活动有趣又有用，不仅丰
富了我们的生活，还让我们长了见

识。”现场群众高兴地说。
同时，区、镇两级纪委还依托“清

风书屋”旁的将帅特种兵实践基地，将
廉洁文化融入基地训练项目中，让

“廉”趣触手可及。
琼山区纪委监委还联合区委宣传

部在府城街道府城社区廉洁文化巷
打造“清风学堂”，通过仿古环境和桌
椅，让群众仿若穿越时空，与古代先
贤隔空对话，让廉洁文化“立”起来、

“活”起来。
（本报海口11月2日讯）

海口市琼山区打造“清风书屋”特色廉洁文化品牌

小书屋做活“廉”文章

模特在进行排练。
本组图片均由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购车优惠够给力，逛展看车享好礼——

2022金秋第一车展

本报海口11月2日讯（记者余小艳）11月3日，
由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海口市商务局支持，海南
日报报业集团、海南广播电视总台（集团）联合主办的
2022金秋第一车展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
本届车展持续到11月6日，由海南日报有限责任公
司承办，以“共赢共享”为主题，展出面积超7万平方
米，近百个主流汽车品牌的近千款车型将集体亮相。
这是8月疫情后，海口市举办的首个大型展会，也是
继海口国际免税城开业后海南又一场消费盛宴。

在本届车展上，既有奔驰、宝马、奥迪、林肯、红
旗等众多知名一线品牌，吉利、五菱宏光、领克、长
安、长城等国民车型，还有smart、睿蓝、华为问界、
岚图汽车、路特斯、雷诺江铃羿，极星、极氪汽车、
高合汽车、智己汽车等新品牌新车型。

近日，海南省印发《海南省稳经济助企纾困发
展特别措施（2.0版）》，多措并举促进全民消费，放
松汽车限购政策刺激汽车消费。在政策和车商“年
底冲量”的双重影响下，消费者将拿到更多实惠，本
届车展将成为海南人民今年购车的绝佳时机。

新能源汽车推广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的重要举措，是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标志性项目之
一。今年的车展上，新能源汽车将继续成为焦点，
传统品牌和新兴品牌的新能源车型同场竞技，将为

消费者带来更加丰富的购车选择和体验。
经过16年的发展，金秋第一车展已成为海

南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参展品牌最全的车展
之一，被誉为“海南最会卖车的车展”。作为今
年海南年终最后一场大型汽车展会，多个品牌
厂商在车展期间购车最高可减数万元，此外还
有超低首付、超优金融政策、享终身质保等多
项优惠福利。

车展举办期间，每天14：20—17：00，主
办方将安排“海报姐妹”进行巡馆直播，主播
除了解说车型、介绍新车之外，还将为消费
者“砍”下优惠，线上谈价，让利消费者。

除了划算的购车优惠，本届车展还为来
到现场的市民游客准备了超值“锦鲤大礼
包”，其中一等奖为小米55寸电视机+龙泉
椰子鸡汤券或米家投影仪+龙泉椰子鸡汤
券；二等奖为米家无线洗地机+龙泉椰子
鸡汤券；三等奖为顽米微烤一体机；四等
奖为米家智能小饭煲；五等奖为小米保温
杯。此外，每天前1000名购买门票的市
民可获得一张椰子鸡汤30元的代金券，
购买门票还将获得知名白酒品牌100
元/张的代金券等。

主题：

共赢共享

展出面积：

超7万平方米

参展品牌：

近百个

参展车型：

近千款

本届车展持续到

11月6日

关注2022金秋第一车展

11月2日，工作人员在擦拭参展车辆。 参展车辆摆放就位。

为增强易制毒化学品使用单位
的安全责任意识，强化易制毒化学
品的安全管理，防止易制毒化学品
流入社会渠道，屯昌县禁毒办连日
来对屯昌县辖区内的易制毒化学
品使用企业开展易制毒化学品安
全管理全面督导检查的行动，同时
联合相关行业部门加强易制毒行
业行政审批和监管，筑牢禁毒安全
防线。

检查中，工作人员对相关企业的
资质、组织保障制度健全和落实、安
全设施等进行了详细的督导检查。

同时，为有效预防易制毒化学品在运
输途中丢失或被盗等，该办还对近期
易制毒化学品运输车辆的资质、入库
易制毒化学品的品种数量等易制毒
化学品管理内容进行了严格审查，有
效落实易制毒化学品的申报、购买、
运输、入库、出库、管理、使用等环节
的闭环管理。

在检查过程中，屯昌县禁毒办发
现屯昌盛都橡胶发展有限公司用于
存放浓硫酸的铁罐底部生锈，腐蚀严
重，地上还有浓硫酸泄漏的现象，存
在较大的安全隐患，随即联合县应急

管理、综合行政管理、市场监督等单
位对屯昌盛都橡胶发展有限公司进
行督导，督促企业及时整改，有效预
防了安全事故的发生。

今年以来，屯昌相关部门加强了对
易制毒化学品的申请购买使用审批11
次，对全县12家易制毒化学品使用企
业开展常态化检查60余次，并建立了
不定时抽查制度，采取不打招呼的方
式，对易制毒化学品企业进行随机抽
查，责令2家企业进行整改，筑牢易制
毒化学品行业安全防线。

（撰文/解楷 林小丹）

今年来，屯昌县乌坡镇大力打击涉
毒犯罪活动，加强行业场所检查，持续
开展禁毒社会知识宣传宣讲，努力创
建绿色健康的村区环境，打造“无毒”
乡镇。

乌坡镇是屯昌县南药种植面积较
多的乡镇，为防止毒品原植物的种植，
根除毒品原材料输出的隐患，努力实现
毒品原植物“零种植”的工作目标，今年
3月初以来，乌坡镇同该县禁毒办相关
人员在辖区各南药种植基地开展毒品
原植物禁种铲毒宣传和踏查行动。

行动中，工作人员走进田间地头，

认真向村民详细讲解毒品原植物的样
貌、特征及危害，广泛开展走访检查和
打击种植毒品原植物的违法犯罪行为，
杜绝毒品原植物的种植。

与此同时，工作人员还通过谈话谈
心等方式鼓励群众积极参与到禁种铲
毒工作中，提高辖区群众自觉抵御非法
种植毒品原植物的自觉性，让“种毒违
法、种毒必铲、种毒必究”的法治观念深
入人心。

寄递物流行业监管是禁毒工作的
前线。乌坡镇联合派出所、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开展辖区农村、镇墟等寄递物流

行业专项检查暨禁毒宣传活动，夯实禁
毒宣传工作，提高寄递物流企业从业人
员识别毒品能力，传播禁毒理念。

“我们对物流寄递行业是否‘实名
制’登记，是否严格执行邮件、包裹收
寄验视制度等情况进行了详细检查。”
屯昌县禁毒办工作人员介绍，检查过
程中，他们还督促物流企业上网登记
并建立规范台账，严格把关，落实责
任，对发现利用物流寄递渠道从事违
法犯罪活动的要立即报告公安机关，
把好物流关口。

（撰文/解楷 林小丹）

屯昌县乌坡镇努力创建“无毒”乡镇屯昌县加强易制毒化学品行业安全监管和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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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多举措帮扶社戒社康人员

沐浴阳光回归社会“瘾君子”蜕变创业者
“今年收成怎么样？”日前，三亚崖州

区梅山片区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指导
站工作人员对长山村村民黎文华（化名）
进行了走访，谈及他承包的50余亩芒果
树的收成和他的未来规划，曾有十余年
吸毒史的黎文华充满希望。

近年来，三亚市崖州区积极探索戒
毒矫治新模式，通过开展戒毒心理辅导、
就医援助、提供就业信息等方式因人施
教，使一个个迷失方向的“瘾君子”成功
戒除毒瘾，开启新生活。

于2002年初中毕业后，黎文华投资

种植了50多亩芒果树，并不断壮大生产
和经营规模。随着收入越来越高，在“朋
友”的怂恿下、在好奇心的驱使下，黎文
华接触了毒品，从此走上一条不归路。
2005年，他因吸食毒品被公安机关查
获，第一次被强制隔离戒毒。

“吸毒、戒毒的经历，真的太痛苦了，

每天浑浑噩噩，家人以泪洗面，我也希望
做出改变。”2016年，在黎文华第三次出
戒毒所时，海南正部署开展“禁毒三年大
会战”，动员全省上下旗帜鲜明向毒品宣
战。在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指导站工
作人员的关心和思想疏导下，黎文华开
始主动配合开展戒毒工作，成为社区戒

毒社区康复重点帮扶对象。
黎文华说，得益于政府、社会的关爱

和帮扶，他的心结慢慢打开，彻底戒掉了
毒瘾，生活逐渐走上正轨。

2017年，黎文华彻底戒掉毒瘾，生
活逐渐走上正轨后，经过深思熟虑，在家
人和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帮扶下，他种植

了30亩芒果树，又承包了20多亩芒果
树。“今年是个丰收年，按目前每斤超3
元的市场价，今年应该会有25万元的收
入，生活越来越好了。”

通过自己的努力，黎文华重新获得了
家庭和社会的认同，从自助到助人，他的心
态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他深深地感激着

身边帮助他的人，是他们没有抛弃他、没有
歧视他，一次次帮他解决困难给他信心。

“刚从戒毒所出来，心理防线难免不
稳，是他们的关心和帮助，帮我克服了毒
瘾，多次给我心理辅导，定期与我谈心，了
解掌握我的思想状况，让我不断巩固戒毒
信念，缓和并疏解不良情绪。”2020年，黎
文华开始积极投身崖州区禁毒工作及本
村的公益事业中，他经常把自己吸毒、戒
毒、致富的故事告诉别人，用亲身经历警
示人们珍惜生命、远离毒品，帮助社戒社
康人员树立戒毒信心。 （撰文/孟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