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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 野千床棉被暖人心冶慈善公益活动现场

商报讯渊记者 陈王凤 摄影报
道冤12月 27日袁由海口市龙华区
残联袁联合叶我的未来网曳支持龙
华区残疾人居家创业正式启动遥

叶我的未来网曳海南负责人告
诉记者院野叶我的未来网曳由邻里邻
居渊北京冤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于 2006年创办袁是创始人经过 12
年实践与思考袁 倾心打造的一个
包 含 耶O2O爷尧 耶B2B爷尧 耶B2C爷尧
耶C2C爷等模式的耶撮合式爷电子商
务平台遥 我的未来网的商业模式
是和国家耶大众创业袁万众创新爷
号召相吻合冶遥

商报讯渊记者 陈王凤 摄影报
道冤昨日袁在海口观澜湖度假区袁
残疾人在志愿者带领下触摸世界
名人手模遥 据悉袁这是由龙华区残
联主办袁遵谭镇政府尧遵谭镇残联
承办的让残疾人走出去感受国际
旅游岛省会城市海口 野双创冶成

果遥现场助残志愿者尧残疾人等 80
多人的队伍袁来到观澜湖度假区袁
参观感受观澜湖美景遥 随后到遵
谭镇参观袁 在遵谭镇湧潭村文化
室袁 志愿者和盲人开展互动游戏
野摸物袁猜猜猜冶袁以及盲人定向行
走训练袁乒乓球尧羽毛球飞镖运动遥

商报讯 渊记者 徐明锋 通讯员 曾
群飞 罗萤龙冤12月 23日下午袁 中海
油东方石化公司的办公楼前热闹非
凡袁一场别开生面的反恐防暴演练技
能培训正紧锣密鼓地展开遥这是海南
东方边防支队月亮湾边防派出所联
合辖区重点企业袁以助力企业安全发
展为主题开展反恐演练技能培训活
动的场景遥
针对当前国际国内反恐形势较严

峻的实际袁 该派出所主动加强与辖区
重点企尧事业单位的沟通联系袁积极开
展野安全服务送上门冶活动遥 23日下午
16时袁该所联合中海油东方石化公司
团委举办反恐演练技能培训袁 专门邀
请东方边防支队机动中队的军事教员
野上门冶 为 60余名企业员工代表和内
部安保人员进行了反恐技能培训遥
期间袁 军事教员通过理论讲解尧

动作示范尧组织演练等形式袁深入浅
出地为参训人员传授讲解了盾牌尧防
暴叉等防暴器械使用尧野徒手约束控
制技能冶等方面内容遥演练过程中袁员
工代表与军事教员互动积极袁帮助他
们更好地野消化吸收冶了培训中所学
的技能遥

商报讯渊驻三亚记者 李碧微 摄
影报道冤25 日袁 三亚西岛景区客运
船在打扫卫生时发现一男士腰包袁
包内有大量现金遥 经证实该腰包是
来自湖北的游客张先生袁 当天下午袁
西岛景区将腰包还给了张先生袁为表
示感谢袁张先生第二天向景区送上了
一面锦旗遥
据介绍袁 在 25日下午 5时左右袁

西岛景区客运船只西岛 6号在每次下
客完毕后例行的卫生打扫时袁 在座位
上拾到一个男士腰包袁 并发现包内装
有大量的现金和各种证件尧银行卡遥船
长曾毓持随即与船务部经理联系并告
知了此事袁 同时将拾得钱包之事报备
于西岛景区失物招领处袁 并妥善保管
好失物遥下午 6时许袁一位张姓先生给
景区打来电话袁 说在景区不慎遗失了
腰包遥 经过电话联系与船务部对比了
包内物品证件袁 证实张先生确为腰包
主人遥 半个小后袁张先生来到景区袁经
过一番仔细的核对确认无误后袁 船长
曾毓持将腰包归还给了失主张先生遥
张先生连声感谢袁 对景区员工拾金不
昧的精神大加赞赏遥第二天袁张先生托
人给西岛 6号送来了一面野大公无私袁
拾金不昧冶的锦旗遥

海口市公交集团相关负
责人介绍袁 此次投放的 40辆
全新公交车将全部投入 1 路
公交线路进行运营袁而替换下
来的原 1 路公交车将暂时分
配至其它缺少车辆的线路遥该
负责人表示袁1路公交线路是
海口的代表线路袁日客流高达
5.8万人次袁 是海口市区运营
里程最长尧客流量最多的公交
线路遥新车投入将为市民及游

客提供一个安全舒适尧低碳环
保的出行环境遥

据介绍袁海口市公交集团
将加快淘汰安全性能差尧排放
标准低的老旧公交车袁着重推
广应用新能源公交车袁2015年
已累计投放新能源公交车 105
辆遥 截至今年年底袁海口市公
交集团新能源公交车达到 987
辆袁 占到公司公交车总数的
88.84%遥

据悉袁此次投放的插电式
油电混合动力新能源公交车袁
车身长 12米袁 是目前国内唯
一入选 野国家战略性创新产
品冶的新能源商用车袁兼具安
全性能高尧节油性能好尧续航
能力强与保养费用低尧尾气排
放少等优点遥整车综合能耗较
传统公交车降低 50%以上袁二
氧化碳排放降低 50%以上遥

商报讯渊记者 王辉 摄影报
道冤12月 27日上午袁 海口市公
交集团迎宾公交场站里袁40辆
崭新的插电式油电混合动力新
能源公交车整齐排列尧 蓄势待
发袁 这是海口公交集团继本月
15日投放 18辆新能源公交车
到 21路公交线路后的又一轮
集中投放遥 本轮投放的车辆将
全部用于海口公交 1号线遥

商报讯渊记者 陈王凤 李兴民 摄影报道冤12月
26日上午袁海南律师 野千床棉被暖人心冶慈善公益
活动第一站袁在海口市秀英区长流镇举行袁首批捐
赠物资为 200床棉被袁 2000斤大米袁 现场向孤寡
老人尧贫困家庭发放棉被尧大米遥 参加首场捐赠活
动的有海南省民政厅石理清主任袁 海南省律师协
会会长廖晖袁海南省律师协会副会长张晓东尧符琼
芬遥
海南律师组织的野千床棉被暖人心冶慈善公益

活动袁拟向海南 1000个贫困家庭赠送棉被袁为帮
助困难群众抵御寒冬献上一份爱心遥 此次活动受
到海南省义工互助协会袁 海南省志愿服务联合会
的大力支持遥

26日 8时 30分许袁参加本次活动的省义工互
助协会 30多名志愿者陆续到场袁志愿者们分工合
作尧搭建舞台背景尧分配物资等为此次活动紧锣密
鼓地筹备袁10时许袁活动启动仪式正式拉开帷幕遥

游客丢失腰包
员工拾金不昧
三亚西岛景区获赠锦旗

东方边防联合辖区企业

开展反恐演练
技能培训活动

银海口 1路公交线路投入 40辆全新新能源公交车

海口市区运营里程最长的公交线路野换血冶

40辆新能源巴士“加盟”1路公交

海南律师野千床棉被暖人心冶慈善公益活动在长流镇举行
孤寡老人贫困家庭领到 200床棉被 2000斤大米

残疾人创业平台启动 残疾人“感受”“双创”成果

银张先生托人赠送锦旗

银残疾人在志愿者带领下触摸世界名人手模银残疾人创业平台启动

秀英 2000多人开展大扫除活动 龙华 400余人到滨涯路义务劳动
商报讯渊记者王辉冤27日上午袁

海口在全市范围内开展迎 2016年
元旦爱国卫生义务劳动遥 在秀英区
港澳开发区劳动现场袁1000多名机
关干部尧志愿者尧企业员工一起进行
卫生清理遥

秀英区环卫局局长张培云介
绍袁该片区存在卫生环境较差尧卫生
死角多尧 废旧厂房长期无人打理等
问题遥 野11月起袁我们开始接管该片
区袁希望通过这次集中清理活动袁改
善该片区的卫生环境袁下一步袁我们
将建立长效机制袁 加大对该片区的
卫生监管和治理遥 冶张培云说遥

据了解袁 秀英区全区 6镇
2街以及港澳开发区共 9个
点同时开展义务劳动袁以
清理整治卫生死角尧整顿
违法占道尧 整治各类设
施尧美化建筑外立面尧整治
公厕园林尧 整治物业小区
和建筑工地尧整治各类市场
等为主要劳动内容遥 秀英区
三套班子领导尧机关干部尧村
渊居冤委会干部尧志愿者尧网格
员尧 企业员工等 2000多人参
加劳动遥

商报讯 渊记者 王辉冤27
日袁海口市龙华区机关干部职
工来到滨涯路打铁咖啡停车
场参加迎元旦爱国卫生义务
劳动遥

上午 9时许袁 龙华区领
导干部职工和海垦街道全
体干部职工 400余人来到
位于滨涯路的打铁咖啡停
车场袁拿起锄头尧铁锹尧扫
把等清洁工具有条不
絮地分组开工袁 清除
停车场内的杂草杂物
以及地上的碎石袁并

将垃圾归类运至垃圾车内遥
龙华区相关负责人介绍袁为营

造一个卫生尧整洁尧优美尧文明的城
市环境袁 迎接 2016年的到来和全
国旅游工作会议在海口的召开袁根
据市野双创冶工作指挥部的部署袁龙
华区将开展持续一周的迎新年爱
国卫生义务劳动遥 除了今日的集中
劳动外袁各街道渊镇冤还将在其他时
间组织单位干部职工开展义务劳
动袁 清理城乡及辖区内卫生死角袁
疏通下水道尧水沟袁发动群众清扫
庭院卫生遥

洗刷刷洗刷刷 扫街迎元旦

荩 向现场的孤寡老人尧贫困家庭发放棉被尧大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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