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报全媒体讯 渊驻三亚实习记者
吴坤莹冤据悉袁1月 11日袁三亚一企业
因毁坏公共绿地被处 80.5 万元的罚
金遥当日下午袁三亚市天涯区城管局收
到了三亚育新路上香缇 25度小区开
发商汇来 80.5万元的罚款遥
据负责管理该片区的三亚市天涯

区城管局六大队队长刘阳柳称袁 去年
11月底袁三亚市园林环卫局的工作人
员巡查发现袁三亚育新路香缇 25度小
区有一家开发商擅自毁掉养护一年的
长约 300米尧宽 5米的绿化带袁并拉来
水泥尧沙子袁进行硬化准备改建成野香
醍 25度冶项目的停车场遥野三亚当时该
段绿化带被毁坏时袁 园林工作人员发
现后也多次制止袁要求恢复绿地袁但开
发商根本不当回事遥 冶
去年 11月 29日袁 接到环卫工作

人员举报后袁 三亚市天涯区城管局执
法人员与园林环卫工作人员前往现场
查勘袁经过查实袁香缇 25度小区开发
商未经园林主管部门许可擅自损毁公
共绿地遥 天涯区城管局依法向开发商
下发处罚告知书袁 开出 80.5万的罚
单遥事后袁三亚市相关部门还要求开发
商 5天内恢复破坏的绿地遥

商报讯渊记者 叶娇冤1 月 11日袁中央
纪委监察部网站叶元旦春节期间违反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监督举报曝光专区曳发
布第三次野每周通报冶袁对各级纪检监察机
关查处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进
行点名道姓通报曝光袁本周共通报 71起袁
其中海南通报 2起遥

海南省通报 2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问题分别是院三亚市崖州区临高村原
党支部书记尧村委会主任黎元贵违规使用
征地补偿款发放补贴问题遥 2015年 2月袁
黎元贵擅自决定使用村集体征地补偿款袁
给村干部发放生活补贴袁共计 2.8万余元袁
其中黎元贵领取 2200元遥 2016年 11月袁
黎元贵受到党内警告处分曰违纪款正在追
缴中遥

三亚市政府原副秘书长尧市政府办原

党组成员孙宁违规要求下属单位购买公
车并长期借用问题遥 时任市林业局局长孙
宁袁要求该局下属单位三亚林场购买一辆
越野车袁并长期借用曰2015年 10月袁孙宁
将该车归还三亚林场遥 孙宁还存在其他违
纪问题遥 2016年 8月袁孙宁受到开除党籍尧
开除公职处分遥

商报讯 渊记者 叶娇 通讯员 凌纪轩冤 据海南廉政网
11日消息袁日前袁陵水县纪委对检察机关移送的英州镇
原党委副书记尧镇长熊茂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纪律审查遥
经查袁熊茂在担任陵水县住建局党组成员尧城市管理

局局长期间袁 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袁 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袁在工程建设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袁收受他人财物袁
涉嫌受贿犯罪遥
依据有关规定袁 经县纪委常委会和县监察局局长办

公会议审议袁并报县委尧县政府批准袁决定给予熊茂开除
党籍尧开除公职处分曰其涉嫌犯罪问题由司法机关继续依
法查处遥

中纪委通报 71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其中海南 2起

要求下属单位购买越野车长期借用

商报直播记者赶赴现场袁通过本报官
方网站椰网和海拔 APP进行直播报道遥据
记者现场拍摄袁 发生火灾的地点位于凤翔
东路与城南路交叉口凤翔农贸市场西门北
侧的三个铺面袁分别是鑫万隆超市尧熊某良
店铺尧吴某民店铺袁现场满目疮痍遥 鑫万隆
超市被烧得面目全非袁 记者在现场能闻到
焦糊味袁超市顶部的电线路全部烧焦袁收银
台已被烧变形遥 而另两家店铺主要经营衣
帽鞋子类杂货袁都是易燃物品袁两家店铺的
电线和店内物品袁同样被烧得面目全非遥

据消防人员介绍袁三家店铺主营日用
百货袁火势正处在猛烈燃烧阶段袁冒出很大
浓烟袁 未有人员被困遥 此次过火面积约 60
平方米袁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遥
据了解袁本次火灾发生后袁海口市琼山

区区委尧区政府高度重视袁分管消防工作
副区长王明夫即率区商务局尧安监局尧消防
大队尧公安派出所尧街道办等职能部门负责
人实地察看火灾现场袁了解相关情况袁听取
工作汇报袁并组织召开火灾现场会遥
目前袁火灾原因及损失情况正在调查中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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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讯渊记者 许光伟 通讯员 黄
朔 林嫩青冤商报记者从海南高院了解
到袁1月 1日起海南部分法院推行环
境资源民事尧行政尧刑事案件野三合一冶
归口审理遥
此次推行环境资源案件野三合一冶

归口审理的法院为海南省已设置或拟
设置环境资源审判庭的法院袁具体包
括院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尧海南省第一
中级人民法院尧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
法院尧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尧三亚市中
级人民法院尧海口市琼山区人法院尧白
沙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尧陵水黎族自
治县人民法院遥

省教育厅多举措推进 2017年青少年校园足球教育

学生足球踢得好纳入考试成绩中
昨日袁国际旅游岛商报记者从省教育

厅获悉袁我省将根据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叶关于做好 2017年
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教学竞赛相关工作
的通知曳 并结合实际认真做好 2017年青
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遥 我省各地各校可根据
实际自编足球教材袁形成各具特色的足球
教学模式遥 同时袁进一步加大校园足球师
资队伍建设力度袁科学合理地制定不同年
龄段学生足球技能考核标准袁并纳入每学
期体育成绩考评体系袁将学生足球技能水
平测试纳入学生体质综合评价内容遥

省教育厅要求袁各市县需进
一步加强校园足球教学体系建
设遥一是要推进课程设置与教学
改革遥 普及校园足球课程袁进一
步推动各学校开设足球课袁每周
至少安排 1节足球课袁并将足球
纳入大课间体育活动尧课外体育
锻炼尧课余训练遥 九年义务教育
阶段的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每周
至少安排 1 节以足球为主要内
容的体育课袁每周至少开展 3次
足球大课间或课外活动遥高中阶
段学校要根据学生运动能力和
技术水平开设不同种类的足球
选修课遥普通高校要开足球专项

课遥二是进一步加大校园足球师
资队伍建设力度遥认真落实校园
足球特色学校至少配备 1 名足
球教师要求遥在体育教师不足的
情况下可安排有足球特长的其
他学科教师担任兼职足球教师遥
积极选派体育教师参加教育系
统举办的足球教师渊教练员冤尧裁
判员尧管理人员培训班或出国留
学深造袁推动校园足球运动的发
展遥三是加强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建设遥根据教育部校园足球特色
学校的遴选办法积极推荐符合
申报条件的学校参加全国和全
省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和足球试

点县渊区冤的遴选工作遥校园足球
特色学校原则上要建立校级球
队遥四是加强校园足球水平测试
与技能考核遥要贯彻落实中国青
少年儿童足球训练大纲袁根据教
育部叶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教学
指南渊试行冤曳和叶学生足球运动
技能等级评定标准 渊试行冤曳袁科
学合理地制定不同年龄段学生
足球技能考核标准袁并纳入每学
期体育成绩考评体系袁将学生足
球技能水平测试纳入学生体质
综合评价内容袁并建立学生足球
技能水平定期抽测制度遥 五是加
强校园足球科研遥

意外？凌晨一场火，烧焦 3铺面
事发海口凤翔农贸市场 火灾原因和财产损失进一步调查中

在工程建设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袁收受财物
陵水英州镇原党委副书记
熊茂严重违纪被“双开”

今年起袁海南部分法院
实行环境资源案件
“三合一”归口审理

完善校园足球竞赛体系遥 完
善 5人制尧7人制尧11人制等赛制
和小学尧初中尧高中尧大学 4级联
赛体系遥 进一步完善校园足球赛
事与职业联赛尧区域等级赛事的
有机衔接遥 搭建校际尧县渊区冤际尧
省际各年龄组别的赛事交流机
制袁积极配合组队参加全国各级
重要赛事袁开展足球对外交流与
合作遥

推动校园足球人才体系建
设遥 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要将学生
参与足球运动的情况纳入综合
素质评价体系袁进一步畅通校园
足球后备人才成长通道袁完善招

生制度遥
加强校园足球文化体系建

设遥 各地各校要积极培育校园足
球理念遥举办校园足球文化节尧校
园足球主题日尧 校园啦啦操等活
动遥加强宣传策划袁大力宣传校园
足球发展理念尧育人功能尧校园足
球文化袁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尧支持
校园足球发展的良好氛围遥
强化校园足球的组织保障工

作遥一是加强组织领导遥充分发挥
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的
作用袁 加强对校园足球工作的组
织领导袁 解决校园足球工作中的
问题和困难遥二是完善工作机制遥

制定校园足球运动员管理办法尧
校园足球教练员管理办法袁 规范
校园足球运动员尧 教练员尧 裁判
员尧运动队管理遥三是加大经费投
入遥 安排专项经费主要用于联赛
运行尧培训尧宣传尧特色学校建设
等袁通过各级比赛冠名,联络赛事
合作伙伴和赞助商袁 推动校园足
球工作的开展遥 四是加强安全保
障遥建立学生运动伤害保险基金袁
完善校方责任险范围和内容袁对
学生参加学校组织的体育活动安
全予以保障遥 实施校方无过失责
任保险和运动员运动伤害险袁健
全风险保障机制遥

姻 商报记者 肖卫香 足球技能将纳入每学期体育成绩考评体系

我省将完善足球赛事体系 将举办足球文化节

商报讯渊记者 符雄助 实习生 张瑞麟 摄影报
道冤11日凌晨 2时多袁 位于海口琼山区城南路与
凤翔东路交叉路口一农贸市场三家店铺着火袁情
况紧急遥海口市琼山区消防中队 3辆消防车袁多名
消防员赶赴现场灭火袁该起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袁
火灾原因和财产损失仍在进一步调查中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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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公共绿地改成停车场

三亚一企业
被罚 80.5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