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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蔚林 通讯员 雷鹏

“镇里能不能多组织针对社戒社
康人员的技能培训？”“我已经解除强
制隔离戒毒措施，机动车驾驶证能不
能重新考？”……近日，万宁市北大镇
综合文化站里，一场小型座谈会在这
里举行。

提问的人是该镇曾有吸毒史的社
戒社康人员。万宁市委政法委分管禁
毒工作的副书记文宁、海南省琼山强
制隔离戒毒所驻万宁市社区戒毒（康
复）工作指导中心的民警许友伟等坐
在他们中间，详细记录需求，及时答疑
解惑。这样的座谈会不定期在万宁各

地开展，已经成为该市社区戒毒（康
复）工作指导中心的常态化工作。

省监狱管理局（省戒毒管理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我省接连打响
两轮禁毒三年大会战，吸毒人数大幅减
少，禁毒工作成果斐然。为进一步把戒
毒工作往外延、往下沉，我省在除三沙
市外的市、县、区先后建起了25家社区
戒毒（康复）工作指导中心和若干指导
站。司法行政戒毒力量与当地政法委、
禁毒办密切配合、协调联动，在协助地
方政府开展社戒社康人员精准管控、推
进乡镇海岸线驿站建设、组织禁毒专
干业务培训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以万宁市社区戒毒（康复）工作指

导中心为例，2021年6月省琼山戒毒
所的6名民警进驻后，就分区分责对
接指导13个镇区，对登记在册的社戒
社康人员进行精准管控，深入基层乡
镇村居系统开展平安关爱和走访帮扶
工作。“我们每周至少有3天要下基层
与禁毒专干、社戒社康人员进行面对
面交流。”许友伟说。

万宁市各海岸线驿站也在他们的
指导下逐步建立完善。海南日报记者
在礼纪镇海岸线驿站看到，小小的驿
站被布置得温馨明亮，不仅有为社戒
社康人员提供的尿检室、心理咨询室、
招聘信息公开栏，还有为群众尤其是
青少年开展禁毒教育准备的体验室、

展览室、禁毒教育宣传栏等。
该驿站的资料室里，每一名社戒

社康人员都有专属的档案记录和帮扶
政策，“一人一档”“一人一策”的要求
落实到位，切实做到了“底数清、情况
明、信息准”，有效防止和杜绝了失管
失控现象发生。当地禁毒专干吴朝锋
说，驿站就像是社戒社康人员的“心灵
港湾”，他们在这里接受检测和治疗、
寻求帮助和温暖，逐步回归正常社会、
开启新的人生。

为进一步推动工作提质增效，今
年3月以来，省监狱管理局（省戒毒管
理局）结合“能力提升建设年”活动，在
全系统开展“社区戒毒（康复）工作指

导中心（站）规范化建设示范点”创建
活动。近日，该局对示范点创建单位
进行考核验收，还针对性地提炼出了
符合当地实际的经验模式。

省监狱管理局（省戒毒管理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全省司法行政
戒毒系统将以推动社区戒毒（康复）工
作指导中心规范化建设为契机，不断
完善工作机制，持续巩固创建成果，进
一步推进指导参与社戒社康工作的规
范化、制度化、专业化，深度融入地方
社会治理工作体系，以司法行政戒毒
工作高质量发展助推更高水平的法治
海南和平安海南建设。

（本报万城11月8日电）

25家社区戒毒（康复）工作指导中心全覆盖

打通精准管控帮扶“最后一公里”
文昌纪委监委开展跟班实训
提升基层办案能力

本报讯（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黄云平）“这次跟
班学习，让我学习了很多审查调查工作的方法技
巧，收获很大。”近日，在2021年以来新进纪检监
察系统干部分批轮训人员座谈会上，文昌市公坡
镇纪委有关负责人就此次跟班学习交流谈起了自
己的感受。

此前，文昌市纪委监委在开展乡镇案件质量
评查时，发现基层纪检监察干部在案件办理中存
在对案件在定性上不能准确把握和引用纪律条
规、文书使用格式不规范等问题。提升干部队伍
综合素质，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和监督执纪执法业
务能力培训刻不容缓。

“基层新进纪检监察系统的干部没有接触过
纪检监察领域，没有经过系统培训就参与工作，遇
到问题线索也很难找到切入口，基层案件质量也
很难提高，所以提升基层办案人员业务素质应当
作为加强乡镇纪委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的重中之
重。”文昌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为充分发
挥办案能手“传帮带”作用，该市纪委监委坚持把
交流锻炼和培养使用相结合，分批安排乡镇纪检
监察干部到监督检查室、巡察组等部门开展跟班
实训，每轮学习为期3个月。

跟班学习期间，该市纪委监委专门安排科室
主任开展“一对一”指导和“面对面”帮扶，让乡镇
纪检监察干部在办案一线“充电赋能”。

关注省运会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11月8日，海南省第六届运动会
冲浪项目比赛在万宁日月湾国家冲浪
训练基地落幕。百余名选手浪尖逐
梦，18个项目决出40枚金牌。其中，
三亚冲浪队共有19名运动员参赛，是
本次参赛选手最多的一支队伍。尤其

让人注意的是，该队有12名队员是初
次参赛的小学生。

“水上运动项目是海南的优势项
目，我们未来在奥运会想拿金牌，要在
水上运动项目上发力。”三亚冲浪队教
练陈卫忠说，冲浪是海南的优势项目，
要想保持先发优势，急需补充、选拔好
苗子。

海南日报记者采访了解到，多位
教练员呼吁，各市县特别是沿海市县，
尽快组建冲浪队伍，为省队输送人才，

共同做强海南水上运动项目。
冲浪短板项目2016年进入奥运

会后，为促进海南竞技体育的发展，
2017年，海南省在全国率先成立了海
南省冲浪队。

“海南省队成立后，还把组建省队
的框架、经验、模式交流到兄弟省份，
派出运动员到各个兄弟省份交流。”
11月8日，海南省冲浪队主教练林桥
汶对记者说，全国目前有11个省份成
立了冲浪队伍，有9个其他省队常年

在海南训练。经过几年的打磨，各个
省队也在成长和奋起直追，海南的“早
发展”优势在逐渐缩小。

“如果海南不加大梯队的培养力
度，就很难一直保持明显优势。”林桥
汶说。

省旅文厅竞技体育处项目主管李
圆圆说，这次冲浪大赛，海南选手赛出
了全国水平，也涌现了一批梯队人才，
要把冲浪运动这一海南独具地理区
位、人才优势的项目长期保持下去，需

要各市县重视，尽快组建队伍。
陈卫忠介绍，三亚已推出了“星火

计划”，准备推动冲浪运动进校园，发
现和选拔好苗子，还将推动中小学冲
浪特长生的招生，要培养更多冲浪人
才，将来的目标是培养奥运会冲浪冠
军，“除了冲浪，水上运动项目很多，潜
水、摩托艇、帆船帆板……推动水上运
动竞技项目，还有利于促进水上休闲
旅游，这些会成为海南发展的重头
戏”。 （本报万城11月8日电）

中国足协女足青训中心“希望杯”
足球赛U11组四川赛区结束

海南琼中女足夺冠
本报海口11月8日讯（记者王黎刚）11月8

日，2022年中国足协女足青训中心“希望杯”足球
赛U11组四川赛区的比赛在成都谢菲联足球基
地结束。最终，海南琼中女足以1胜3平的成绩
夺得冠军。海南琼中女足队主教练陈巧翠获得了
最佳教练员奖。

本次比赛由中国足球协会主办，四川省足球
协会承办，来自全国3省的5支女足青训中心的
球队参加本次比赛，她们分别是四川天立女足、
四川资中女足、成都女足、陕西女足、海南琼中
女足等。四川赛区所在的中西大区是本年度“希
望杯”U11组第一个赛区，之后还将陆续在苏州、
潍坊两个赛区进行东南大区和华北大区的U11
组比赛。

中国足协女足青训中心“希望杯”足球赛创立
于2018年，旨在抓早、抓好女足青训中心小年龄
段队伍建设。随着《中国女子足球改革发展方案
（2022—2035年）》的发布，“希望杯”今后还将承
担检验青训中心训练水平和成果的任务。

省运会冲浪项目比赛落幕，业内呼吁组建更多市县冲浪队

选拔好苗子 培养预备队
海南太古可口可乐
开展公益净滩活动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近日，海南太古可口可
乐志愿者在海口白沙门海滩开展净滩活动，齐心
协力守护海岸线。

活动当天，来自海南太古可口可乐的志愿者
到达白沙门公园附近的海滩，领取捡拾垃圾的环
保袋和镊子，在队伍负责人的带领下捡拾垃圾。
不少志愿者感慨，没有垃圾的沙滩很美。本次净
滩活动持续90分钟，清理塑料类、木质类、玻璃类
等垃圾共58.37斤。作为驻地企业，海南太古可
口可乐坚持将可持续发展融入企业经营理念，公
司的企业社会责任与公益密不可分。为此，海南
太古可口可乐加大在公益方面的投入，建立了员
工志愿者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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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
市民喜提安居房

当天上午10时，选房活动正式开始。在公证
人员、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全程监督下，100名本地
基层教师和医务人员优先参与抽号选房，其余人
员随后按抽号顺序选房。

“我选了一套100平方米的户型，对这套房
子很满意。”在签约处，选到心仪房子的洋浦第
一小学教师王女士忙着签订《安居房选房确认
单》。她说，自己来到洋浦已有一年多，感觉在
这里可以得到很好的发展。如今儋洋一体化发

展迅猛，希望未来发展机会更多。
据了解，洋浦碧桂园凤鸣阅海安居型商品住

房一期项目，位于新英湾夜市对面、洋浦第一小
学西侧。本次配售房源共662套，均为全装修交
房，房源套型面积为94平方米~108平方米，户型
为三室二厅一卫，配售价格为7000元/平方米。

市民池先生表示，本次安居房配售优惠力度
较大，而且地理位置优越。在这里买房安家，今
后能更好地为儋洋一体化发展贡献力量。

儋州市保障性住房建设管理中心相关负责
人介绍，建设安居房是为了保障本地的教师、医
护人员、引进人才等住有所居。截至目前，经儋
州市保障性住房建设管理中心审核，符合购房资

格人数831人，其中教师医务人员142人，城镇居
民、引进人才、稳定就业人员689人。目前，碧桂
园凤鸣阅海、儋州安越·风华、怡心花园二期、雨
林海滨江新城等项目都在配售中。

布局
房企助力民生工程

住房问题关乎民生。近年来，海南把安居房
打造成为自贸港标志性民生工程之一，构建具有
自由贸易港特色的住房保障体系，增加群众的幸
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作为碧桂园凤鸣阅海安居房项目的建设方，
碧桂园除了在洋浦落地安居型商品房项目以外，
也同步在海口、三亚布局安居房项目。

在海口，作为海口市开展试点建设的安居型
商品住房项目，碧桂园美舍仕家项目施工已进入
收尾阶段，2栋高层住宅及商业邻里中心已建成，
室内外美化工程基本完工，目前在做最后的沥青
铺设工作。

据项目负责人王安辉介绍，碧桂园美舍仕家项
目共提供288套住房，全部为精装（硬装）交房，其中
20套为人才房，100平方米以上户型针对医生、教
师销售，100平方米以下户型面向符合安居房条件
的居民配售。项目已于8月1日举办摇号选房活

动，配售268套房源，将于11月30日正式交付。
在三亚，碧桂园先后落地碧桂园畔山翠堤、

保利碧桂园栖麓两个安居房项目，建成后预计可
提供近4000套安居房。

据悉，截至目前，海南今年各市县开工建设
4.45万套安居房。预计到年底，全省安居房年
度开工可达5万余套，完成年度计划开工建设5
万套的任务目标。2020年至今年9月，海南省
已开工建设近10万套安居房，海口、三亚等市
县今年陆续有安居房项目竣工交付。这些安居
房将优先保障符合本地申购条件的基层教师、
基层医务人员、本地居民和引入人才的住房保
障需求。

洋浦碧桂园凤鸣阅海安居房项目抽号选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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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6日上午，在洋浦碧桂
园凤鸣阅海安居房项目选房现
场，参与抽号的市民按照顺序陆
续上台，从抽号箱中随机抽取房
号，并按指引签署选房确认单，办
理购房手续。

11月5日，三亚湾畔，
2022年三亚市全民健身
帆船帆板公开赛在此火热
开赛。

本次赛事是今年三亚
市全民健身系列赛事活动
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期两
天，设有帆船和帆板两大
运动项目，分OP帆船小学
组、OP帆船中学组、帆板
器材安装组、帆板青少年
组、帆板成年组、帆船知识
问答竞赛组等6个竞赛组
别，共有94名帆船帆板运
动员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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