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边防派出所要重点管控小型船舶

商报全媒体讯(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王辉) 为有效遏制非法经营砂
场行为袁加强对非法经营河砂行为的
综合整治工作袁美兰区将辖区内砂场
经营情况作为监督检查重点遥

4日袁 美兰区政府程守学副区长
带领国土大队尧区工商局尧区环保局尧
公安边防尧区城管局等部门袁对位于
琼山大道周边砂场进行清理和整治遥

程守学做出重要指示袁辖区内有
关部门要高度重视砂场清理整治工
作袁充分发挥各职能部门作用袁形成
整体工作合力遥 狠抓责任落实袁高度
统一执行力度袁齐抓共管袁相互密切
配合袁合力推进遥 出重拳尧用实招尧施
良策袁加快对手续合法的砂场进行规
范整治袁对手续不合法的砂场依法依
规坚决予以取缔关停袁加大日常巡查
监管力度袁防止死灰复燃遥 确保辖区
内砂场清理整治工作取得实效遥

海口野双创杯冶青年服务
技能大赛开始报名啦

奖金很丰厚哦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王辉冤 由共青团海口市委员会尧
海口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尧海口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尧海口市交通运输
和港航管理局联合主办的海口市
2017野双创杯冶青年服务技能大赛已于
日前全面启动遥 据了解袁大赛精选中
式烹饪尧西式烘焙尧出租车驾驶尧动画
制作四个职业类别展开激烈角逐遥 除
了丰厚的奖金之外袁 各赛项前三名的
选手将推荐为野海口市青年岗位能手冶
候选人袁 其他获奖选手均可获得由大
赛组委会颁发的证书遥 所有获奖选手
将推荐参加 2017海南国际旅游岛青
年服务技能大赛总决赛遥

叶规范曳 首次加强对不持相关证件船
舶管理遥 海南沿海地理位置特殊袁由于历
史遗留问题袁很多小型船舶按照国家规定
不予发放相关证件袁小型船舶管控容易成
为野盲区冶遥 叶规范曳要求边防派出所积极推
动当地政府统一编刷船舶识别号袁纳入实
有出海船舶管理遥边防派出所每季度巡查
数量不低于野不持相关证件船舶冶总数的
25%袁 实时跟踪掌握船舶作业状况和作业
区域袁以及新增尧变更尧转让等情况遥

此外袁叶规范曳详细规定袁按照野方便

群众尧有利管理尧确保安全冶的要求袁边防
支队尧边防派出所积极加强与海事尧渔港
监督等部门联合联动袁 建立联席会议制
度袁每周组织联合巡查袁每季度开展问题
集中整治遥 主动协调沟通袁 信息资源共
享袁执法执勤互助袁积极推进联合办公尧
联合签证尧联合检查尧联勤服务建设袁不
断提升船管综合治理水平袁积极构建野党
委政府牵头尧边防部门主导尧职能部门各
负其责尧渔船民群众共同参与冶的边防治
安综合治理体系遥

我省实施沿海船舶渔船民野二十九条冶

船舶渔民出海 得有“户口簿”“船民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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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现在海口轨道交通的
规划还在研究阶段袁目前并
没有制定具体的线路袁所
以网上所谓耶披露爷了海口
地铁线路的消息都是不
实的遥 冶海口市交通港航
局有关负责人说袁野市交
通港航局的确在招标网
站上发布了可行性研究招
标袁但这一信息被媒体误解
或过度解读了遥 冶

此外袁 此次海口与上海申通
地铁股份有限公司合作也是借助
该公司的规划尧设计尧建设尧运行
方面的经验技术袁 对海口轨道交
通可行性进行顶层设计和全盘统
筹遥

据了解袁 其实早在 2015 年
底袁按照海口市政府的工作部署袁
海口市交通港航局就已开展了海
口市轨道交通前期研究工作遥 而
目前海口市轨道交通线网和建设

规划的专题研究还处于 野现在进
行时冶袁这一专题研究将重点研究
轨道交通在海口实施的必要性和
可行性遥 但现阶段研究仍未得出
确定性的专业成果遥

海口市交通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袁截至目前袁海口尚未公布过轨
道交通规划和建设的任何信息遥
下一步袁 海口市交通港航局

将根据轨道交通研究成熟成果袁
及时向市民公布进展遥

海口将建 4条地铁线？纯属谣言！
海口市交通港航局院轨道交通规划还处于研究阶段 尚未确定是否修建地铁

6月 28日袁 省残联党组书
记尧理事长袁省残疾人基金会理
事长符永和昌江县领导前往王
下乡袁 看望多户贫困残疾人家
庭袁与残疾人话家常袁了解他们
的实际需求遥

在视力残疾女孩韩诗琪家
里袁 符永详细询问了韩诗琪的
身体恢复情况遥据了解袁韩诗琪
今年 4岁半袁 出生不足周岁时
被诊断出先天性双眼球震颤袁
父亲韩亚命为照顾女儿袁 无法
外出务工袁 家中经济来源主要
靠种植的 5亩橡胶袁 微薄收入
难以支付韩诗琪的医疗费用遥
2016年 9月袁现任省委书记尧时

任省长刘赐贵在王下乡工作调
研时发现了韩诗琪的情况后袁
当即安排工作人员联系省人民
医院袁 让孩子去检查袁 接受治
疗遥 目前袁诗琪的眼睛已复明袁
基本上能看清东西袁 但仍需在
家中用仪器治疗遥 韩诗琪的哥
哥今年 11岁袁同样患有先天性
双眼球震颤袁 目前已被送去海
南渊海口冤特殊教育学校就读遥
据悉袁 王下乡地处偏远山

区袁由于交通不便尧地势险峻等
因素导致经济发展相对滞后遥
全乡共有 110名残疾人遥 增收
脱贫袁 是这里贫困残疾人的迫
切愿望遥

符永表示袁省残联尧省残疾
人基金会密切关注韩诗琪治疗
进展以及王下乡上百名残疾人
的需求袁尤其是贫困残疾人的脱
贫愿望遥下一步袁省残联尧省残疾
人基金会将出资 10万元携手昌
江县委县政府尧王下乡委乡政府
成立以残疾人韩诗琪的父亲韩
亚命为主体的残疾人扶贫合作
社袁帮扶王下乡贫困残疾人发展
养殖业遥 意味着袁当地的贫困残
疾人有望加入到该合作社袁向增
收脱贫的目标迈进遥 此外袁海南
省残联将进一步研究帮扶政策袁
创新就业帮扶思路袁努力让残疾
人过上更好的生活遥

省残联出资 10万元成立合作社帮扶昌江王下乡 110名残疾人

贫困残疾人有望抱团脱贫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王辉冤 4日下午袁 海口市交通运输和港航
管理局渊以下简称海口市交通港航局冤召
开新闻通气会袁针对近来网传的野海口将
修建地铁袁 并公布 4条地铁线路图冶的
消息进行解释说明遥 据悉袁海口轨道交
通的规划还处于研究是否有修建的必要
及是否可行的阶段袁 尚未确定是否要修
建地铁袁或是其他类型的轨道交通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陈王凤冤 4日袁省残联传来好消息袁
昌江黎族自治县王下乡的贫困残疾人今后有望加入到野扶贫合作社冶袁发展养
殖业袁争取早日增收脱贫遥 据悉袁为以实际行动践行省委开展的大研讨大行动
活动和省第七次党代会精神袁省残联已成立多个调研小组袁进乡村尧走基层袁全
省范围内进一步了解和关注贫困残疾人的需求遥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徐明锋 通
讯员 任永峰 摄影报道冤 为期 3天的海南公安边防总
队沿海船舶和渔船民规范管理服务现场会在琼海落
幕遥昨日袁国际旅游岛商报记者从海南省公安边防总队
了解到袁为加强沿海治安管控袁管理和服务渔船民袁打
造沿海安全屏障袁该总队出台叶海南省沿海船舶尧渔船
民边防治安管理工作规范曳渊以下简称叶规范曳冤遥

据了解袁此次推出的叶规范曳野二十九
条冶是在 2014年野十九条冶基础上完善修
改的遥 叶规范曳明确规定袁公安边防部门是
沿海船舶边防治安管理的主管部门袁包
括总队袁各边防支队尧边防大队袁边防派
出所尧公边艇遥 沿海辖区各类船舶袁除国
家特殊规定外的袁 应全部纳入边防治安
管理袁向边防派出所依法申领叶出海船舶
户口簿曳遥 对达不到申办证件条件的船
舶袁边防派出所应全部登记管理遥 出海作
业人员应当依法申领叶出海船民证曳遥

叶规范曳主要突出信息化管控袁由人
防转向技防袁 重点建设船舶管理信息
化应用系统袁信息化和智能化并举袁改

变了以往单依靠人力管海管船的方
式遥 叶规范曳要求全省边防部队建立电
子雷达 尧视频监控尧单边带尧北斗尧FIS
等功能完备的综合指挥平台袁 每 4 小
时至少组织一次对全港区的视频巡
查遥 同时袁依托微信 尧微博尧网络 QQ
群袁24 小时自主接受渔船民入出港签
证申请袁及时发布海况类尧警示类尧工
作提醒类等安全防范预警信息袁 服务
渔船民生产作业遥 另外袁完善船舶和渔
船民信息管理系统平台应用规范袁对
各类船舶尧渔船民尧入出港信息等相关
信息尧资料采集尧录入率达到 100%袁确
保信息数据鲜活袁准确率达到 100%遥

1 出海作业人员应申领《出海船民证》

赛制组设立各参赛项目冠军
1名袁奖金 5000元袁亚军 1名袁奖
金 4000元袁季军 1名袁奖金 3000
元袁优秀奖 3名袁奖金 1000元遥另
外为了对积极组织员工参赛并
在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的企业
给予表彰袁 赛制组也特别设立
了优秀组织奖 4个遥

大赛奖金都有啥

海口美兰开展
砂场整治行动

银与会人员参观综合指挥平台

本次大赛接受网络报名尧
微信报名和现场报名遥 有意参
赛者可登录大赛指定网站椰城
青 年 网 http://www.hkyoung.
org.cn/报名参赛袁亦可到大赛组
委会办公室 渊海口市秀英区长
滨东二街市政府第二办公区 13
号楼 1023室袁联系人院吴升筌袁
联系电话院68724335冤 进行现场
报名遥 大赛报名截止时间为 7
月 20日遥

怎么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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