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帖叶初中生骑电动车在机动车道上穿行被撞曳引关注

学生骑电动车隐忧多 谁来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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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地下水位
年下降0.44米
形成开采降落漏斗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海南省地质
环境监测总站获悉袁 由于海口地区长
期开采地下水袁 已经造成区域性水位
下降袁形成了地下水开采降落漏斗遥海
口市地下水水位自 圆园园员年至 圆园员缘年
间袁年平均下降 园.源源米袁且在沿海地
区的多个地下水监测点发现有海水入
侵迹象遥
据介绍袁 今年海南省将加大对全

岛地下水的监测袁 施工建设 员源圆口国
家级地下水监测井袁 同时加大沿海监
测网点建设袁 建立海水入侵地下水专
门监测网袁研究防海水入侵对策遥

商报讯渊记者 蔡磊冤 近日袁省人
民医院党委书记岑松尧 副院长单明华
一行 7人深入省人民医院扶贫点琼中
县黎母山镇新林村调研精准扶贫和驻
村帮扶工作遥 每到一处袁岑松尧单明华
一行都仔细询问村民的生产尧 生活条
件尧主要收入来源等信息袁倾听村委书
记的意见袁了解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袁逐
步分析致贫原因袁 并共同探讨脱贫致
富的新思路遥
据悉袁 省人民医院作为新林村省

级帮扶单位袁自 2015年开展帮扶工作
以来袁为新林村购置了电脑尧复印打印
一体机袁开通互联网袁配备广播袁并通
过各种渠道帮助农民将农副产品销售
到各个市县袁增加农民收益遥

省人民医院
调研精准扶贫

省工商开展网络市场监管专项行动 落实网店实名制

企业严重违法失信将列入“黑名单”
商报讯渊记者 李双冤 近日袁国家

工商总局印发了叶2016网络市场监管
专项行动方案曳袁 加强网络市场监管袁
切实维护网络市场秩序和消费者合法
权益袁促进网络市场健康有序发展袁决
定于今年 5要11 月全系统深入开展
2016网络市场监管专项行动袁 海南省
工商部门开展的网络市场监管专项整
治行动也即将开展遥 18日袁国际旅游岛
商报记者从海南省工商局获悉袁该局从
5月份起开展为期半年的网络市场监管
专项整治行动袁除了对网络订房尧订票尧
医疗尧婚纱摄影尧房产促销尧在线旅游尧团
购等存在的各种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
整治外袁还将落实网店实名制袁推行网络
经营者野亮照亮标冶实名经营等遥

记者了解到袁叶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曳明确规定袁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健全信用约束机制袁在政府采购尧
工程招投标尧国有土地出让尧授予荣誉称号等工作中袁将企业信息作
为重要考量因素袁对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者严重违法企业名单的
企业袁依法予以限制或者禁入遥 根据我国叶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管
理暂行办法曳相关规定袁被列入严重违法企业名单的企业的法定代
表人尧负责人袁3年内不得担任其他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尧负责人遥
负责人表示袁工商部门如果发现网络经营者有违法行为袁将依

法对其进行处罚袁同时将行政处罚信息记入信用档案袁通过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等及时向社会公布遥 我省工商部门还将重点加强对
网络经营者通过年度报告公示袁其开设网站以及从事网络经营的网
店名称尧网址等信息的督促检查袁对隐瞒真实情况尧弄虚作假的袁列
入异常名录或标记为经营异常状态遥 对应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
名单管理的网络经营企业袁向社会公示袁并将实施约束管理遥

据了解袁近年来电子商务快速的发展袁同时网络购物
的投诉量也快速增长遥 据国家工商总局公布的统计数据袁
2015年网络购物投诉 14.58万件袁同比增长 87.3%袁其中袁网
络购物商品质量和虚假宣传等问题比较突出遥

对此袁 海南省工商局网络交易监管处相关负责人表示袁
此次网络市场监管专项整治行动为期半年袁 按工商总局确定
的重点领域袁加强对儿童老年用品尧电器电子产品尧装饰装修
材料尧汽车配件尧服装鞋帽尧化肥等实施监管曰也结合本地的实
际情况袁 重点针对网络交易平台的网店以及企业自营网站在
网络服务方面袁如网络订房尧订票尧医疗尧婚纱摄影尧房产促销尧
在线旅游尧团购等存在的各种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遥 同
时袁此次行动还将组织专项检查袁落实网店实名制袁严格落实
野网站自行亮照冶尧野平台为网店亮照冶尧野平台为网店亮标冶渊核
发并加贴证明个人身份信息真实合法的标记冤等遥

专项整治推行实名经营 弄虚作假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农垦28日举行
招商引智大会
推招商项目 126个

商报讯 (记者 肖卫香) 5月 18日
上午袁海南农垦野八八冶战略项目招商
暨人才招聘大会(以下简称招商大会)
新闻发布会在海口举行遥记者获悉袁招
商大会将于 5月 28日至 29日在海口
市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袁 届时将有
1000多家中外企业袁2000多名企业家
参加会议遥

据了解袁 海南农垦将在招商大会
上分别推出 100多个招商项目和人才
岗位袁同时袁按照 野创新尧协调尧绿色尧
开放尧共享冶的发展理念袁举办一系列
内容丰富尧形式多样的招商招聘活动遥

此次招商引智大会袁 海南农垦紧
紧围绕野八八冶战略发展需求袁共推出
招商项目 126个袁用地规模近 53.4万
亩袁计划总投资 855.5亿元遥

商报讯渊记者 肖卫香冤 国际旅
游岛商报记者从海南省考试局获
悉袁为确保我省 2016年普通高考和
基础会考考试顺利实施袁 今年我省
将防替考作为考试安全的重点袁严
厉打击袁维护考风考纪遥今年教育部
将继续和各省级高校招生委员会签
订 叶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安全责任
书曳袁我省也将继续坚持逐级签订安
全保密工作责任书袁 要把责任落实
到岗尧落实到人袁哪里出问题就追究
哪里的责任袁 谁出问题就追究谁的

责任遥要建立责任明确尧环环相扣的
责任链条袁把每个环节盯紧尧把每项
措施盯实袁 让每一个工作人员都明
确职责和底线袁防止责任不清遥
海南省考试局要求袁 各市县要

进一步强化市县招生委员会各成员
单位在考试环境综合治理方面的作
用袁发挥野联防联控尧齐抓共管冶的协
作机制遥 要根据已印发的考试安全
工作方案及厅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
的工作部署袁主动协调尧配合市县有
关部门袁 落实好考试环境综合治理

工作遥 要联合公安尧工商尧环保和工
信等有关部门袁深入开展野打击销售
作弊器材冶野净化涉考网络环境冶野净
化考点周边环境冶和野打击替考作弊
专项行动冶四项专项行动遥其中袁野打
击替考作弊冶是今年的重点遥特别要
加强考生身份核对袁 今年我省在报
名阶段已对所有考生采集了近照袁
考生的准考证和考场对照表等都有
考生的近照袁方便考生身份的核对袁
要将防替考工作的端口前移袁 在考
生进入考场前做清身检查工作时袁

要仔细核对避免出现替考尧 无意违
规而违规等现象遥 要对本市县所有
高中涉嫌替考尧招募替考野枪手冶的
线索尧校园小广告进行全面清查袁及
时会同公安尧工商部门袁认真研判信
息来源袁及时清除有害信息袁严厉打
击替考作弊行为遥 对于发现的替考
行为袁 市县教育局要会同公安部门
及时依法惩处并报考试局袁 海南省
考试局在司法机关形成结论后袁会
通报新闻媒体适时曝光袁形成威慑袁
让替考者和被考者付出代价遥

加强高考考生身份信息核对

我省今年将重点防替考作弊

商报讯渊驻三亚记者 张宇博 实习记者 卢音 摄影报道冤 5月 17日袁网友野榕
丛冶在某知名论坛发布一则野初中生骑电动车在机动车道上穿行被撞冶的帖子袁引
发关注遥帖中图片显示在三亚市榆亚路上袁一辆电动车倒在的机动车道袁一位初中
生模样尧身着校服的男孩赤脚坐在地上袁地上还有点点血迹遥 记者调查发现袁三亚
中学生骑电动车上下学已成普遍现象袁超载尧不遵守交通规则的情况不在少数遥三
亚市教育局已对此发出通知袁指出学校安全教育缺乏力度遥 三亚交警部门表示法
律要求未满 16岁不得骑电动车袁交警方面将着重对违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遥

18日袁商报记者在放学前后对三亚部
分中学进行走访遥 在四中校园围墙外袁人
行道上已经成了停车场袁 电动车大约 200
余辆袁远超自行车遥放学后袁部分学生纷纷
前来骑车袁其中初中生模样的学生不在少
数遥有的载两人袁有的甚至载三人袁有的女
学生载人时还单手扶车把遥
在三亚五中袁学校外同样放着大量电

动车遥 到了放学时间袁学生们陆续从校园
里走出来取车袁十几分钟后袁停车处便只
剩下几辆自行车和电动车遥记者观察发现
骑电动车的学生里袁 少有学生戴头盔袁更
有人在车上打打闹闹遥

一位家住海螺农场的初二男生表示袁
学校是不允许学生骑电动车的袁但学校旁
边没有公交车可以直接坐到家遥

教育局 学校安全教育缺乏力度
三亚市教育局基教科表示教育局是

明令禁止学生骑电动车上下学的遥 每逢假
期袁教育局就会下发通知要求学校尧家长
做好安全教育遥 通知明确要求院未成年人
禁止骑机动车辆和电动车辆袁 未满 12周
岁学生禁止骑自行车上路曰不得乘坐超载
车尧无牌车袁避免交通事故发生遥

此外袁 教育局还专门针对 17日的网
帖发了通知袁通知表示院在日常安全管理
中袁我局三令五申院中小学生不能骑电动
车上下学遥 万幸此次事故并未造成特别严
重的后果袁但正面反映了我市中小学校安
全教育的不到位袁缺乏力度袁希望各学校
引起重视遥

有家长认为袁为学生上下学保驾护航
应由社会各界共同努力遥 首先家长要把好
第一关袁提高孩子交通安全意识袁不给未
成年子女购买电动车遥 此外袁学校不能只
说了事袁应拿出措施袁加强管理遥 另外袁三
亚的公共交通应及时跟上袁为孩子上下学
提供方便遥 最后袁交警部门应加强整治力
度袁 对违法违规的学生加强安全教育袁禁
止未成年人骑车上路遥

三亚市交警部门表示袁叶道路交通安
全法实施条例曳 第七十二条第二款规定院
驾驶电动车必须年满 16周岁遥 但在整治
过程中该项措施落实难度大袁警方将重点
放在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上遥 此外袁警
方提醒院未满 16岁的孩子袁不适合骑电动
车遥 因为他们应对突发状况的能力不完
善袁一旦遇到紧急情况袁很可能出现不当
的处理袁导致交通事故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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