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步推进职业技术培训与
普通话推广遥 在开展各类扶贫职
业技能培训项目中袁要把学习掌
握普通话作为培训的重要内容袁
把普通话推广与职业技能培训
相结合袁 提高学员普通话水平袁
提高就业竞争力袁 促进就业脱
贫遥 要充分发挥脱贫致富夜校作
用袁挖掘和发挥定点帮扶单位中
各高校各中职学校的资源优势
和积极性遥

切实发挥公务员的表率作
用袁各级新录用公务员应当具备
相应的普通话水平袁同时加强基
层干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意识
的培养和应用能力的培训遥 加强
校长教师语言文字知识培训袁各
市县教育行政部门要将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方针政策尧法律法规
和基本规范标准纳入各级各类

校长综合培训和教师业务培训袁
强化校长尧教师和学生自觉规范
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自觉
传承弘扬中华优秀语言文化的
意识袁坚持学校语言文字工作与
教育教学工作相互促进曰加强学
校语言文字工作规范化建设袁指
导帮助各学校在 2020年前完成
所有学校语言文字工作达标建
设曰严把教师语言关袁新录用的
各级各类学校教师普通话水平
必须达到国家规定的等级标准遥
各级各类学校教师普通话水平
必须达到国家规定的等级标准遥

省教育厅尧省扶贫办尧省语
委将组织开展专项督查袁对行动
迅速尧措施得当尧成效显著的市
县乡镇渊地区冤给予表扬袁对推诿
卸责尧措施不力尧进展缓慢的地
区通报批评遥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陈王凤冤 15日袁国际旅游岛商报记者从海口
市纪委市监委获悉袁海口 7名干部涉嫌违纪
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遥

海口市交通运输和港航管理局党组
成员尧副局长艾建云涉嫌违纪违法袁目前
正接受海口市纪委市监委纪律审查和监

察调查遥
海口市交通运输和港航管理局原调研

员李文光渊已退休冤 涉嫌违纪违法袁 目前正
接受海口市纪委市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
查遥

海口市交通运输和港航管理局原副调
研员魏天明渊已退休冤涉嫌违纪违法袁目前

正接受海口市纪委市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
调查遥

海口市交通港航综合执法支队党总支
书记尧支队长张庆涉嫌违纪违法袁目前正接
受海口市纪委市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遥

海口市交通港航综合执法支队政委吴
建陆涉嫌违纪违法袁目前正接受海口市纪委

市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遥
海口市交通港航综合执法支队办公室

主任何光钊涉嫌违纪违法袁目前正接受海口
市纪委市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遥
海口市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尧副院长陈

新涉嫌违纪违法袁目前正接受海口市纪委市
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遥

海口 7名干部涉嫌违纪违法被查

为进一步增强社会公众对野5窑15冶宣传
日的认知度袁扩大宣传效果和影响袁省公
安厅首次采用野互联网+冶尧自媒体等形式
向全省推送宣传预告片袁发布启用野5窑15冶
宣传日专用标志袁以非法集资尧加盟类合
同诈骗尧银行卡尧知识产权尧传销尧假币尧证
券等七类群众关切的热点经济犯罪为宣
传重点袁分类揭露常见作案手法和伎俩遥

15日上午袁 省公安厅经侦总队会同

海口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在海口市明珠广
场设立主宣传点袁同时袁全省各级公安经
侦部门在当地广场尧车站尧商场尧社区尧学
校等人流密集的场所同步设立宣传点开
展宣传活动遥此次宣传日活动全省公安机
关共接待群众咨询 4000多人次袁 发布网
络预警防范信息 3000余条袁 营造打击和
防范经济犯罪的强大声势袁受到社会各界
的一致好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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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肖卫香冤海南省教育厅尧海南
省扶贫工作办公室尧海南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联合近日发布叶掖海南省
推普脱贫攻坚行动计划渊2018-2020年冤业实施方案曳渊以下简称叶方案曳冤遥
叶方案曳提出目标要求袁到 2020年袁我省贫困家庭新增劳动力人口应全部
具有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沟通交流和应用能力曰现有贫困地区青壮年劳动
力具备基本的普通话交流能力曰 各贫困地区普通话普及率明显提升袁初
步具备普通话交流的语言环境袁为提升野造血冶能力打好语言基础遥

叶方案曳还列出具体措施遥 各市
县语委要会同扶贫部门和教育扶贫
部门袁 切实了解本地推普脱贫工作
有关基本情况需求袁 摸清本县域建
档立卡户贫困人口数曰 本县域建档
立卡户贫困人口中的青壮年重点人
群渊18-50 岁冤普通话培训需求数遥
对在任教师普通话水平等级情况进
行调查袁 对语文教师没有达到二级
甲等以上水平袁 其他学科教师没有
达到二级乙等以上水平的袁 要登记
造册曰 贫困地区基层干部的普通话
培训需求数遥 摸清各乡镇尧各行政村

普通话普及率现状袁 进一步提高普
通话普及水平遥

组织开展青壮年农民普通话培
训遥 每个行政村要举办野人人通冶推
普脱贫培训班袁 对不具备普通话沟
通能力的青壮年农民开展普通话培
训提高遥 驻村干部和村民委员会负
责定期组织村民集中开展普通话专
项学习培训袁市县教育(语言文字工
作)部门协助安排选派授课教师遥 经
过培训考试合格的学员袁 落实相关
资助政策袁 并由扶贫部门优先推荐
就业尧学习机会遥

新录用公务员应具备相应普通话水平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张萌 特约记者 宋洪涛 通讯员
黎瑾 王坤冤 5月 15日是第九个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遥
省公安厅统筹组织全省各级公安机关会同工商尧税务尧银监尧食监尧烟草等
行政执法部门袁在全省范围大力开展集中宣传日活动遥

村民普通话考试合格优先推荐就业

7岁女孩上学迷路
海口司机助其回家

商报全媒体讯(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王辉 摄影报道)15日 8时许袁海
口公交集团公交总公司 7 路公交车
琼 A59760号车驾驶员张家雄正准备
从海甸岛三西路福利院调度点发车
前往苍西村遥 此时袁一位阿婆带着一
名 7岁女孩袁走进了 7路调度室袁并告
知驾驶员该女孩迷路了遥 小女孩说不
出父母联系方式袁只说要到滨海小学
上课遥 张师傅遂决定将女孩带到学
校袁交由校方处理袁然而到了目的地
后袁女孩却表示记错了学校名字遥 无
奈之下袁张师傅随即将女孩再次带回
调度点袁并报警遥 随后袁警察把女孩带
回派出所袁并找到了女孩的父亲遥

商报全媒体讯(椰网/海拔手机端
实习记者 刘培远 通讯员 张迅) 15
日袁 记者从三亚火车站派出所获悉袁
14日袁网上在逃犯罪嫌疑人田某到达
三亚火车站购买车票乘车却被民警
抓获遥 田某对于被抓感到很吃惊袁自
己不过是花钱在老家那边嫖了一次
娼袁虽说违法袁但为啥就弄了这么大
动静被列为网上在逃人员了呢遥 据了
解袁田某在老家经一名中介王某牵线
搭桥袁在一个偏僻的日租房嫖宿了一
名 20来岁的年轻女子袁 事后田某付
给了王某 300元嫖资后离开遥 然而袁
他却不知道那名 20来岁的年轻女子
到当地派出所报案称被田某强奸袁当
地派出所遂将王某抓获袁由于找寻田
某未果袁当地警方将田某列为网上在
逃人员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张萌冤 5月 12日 7时许袁海口市
公安局秀英分局民警接到线索举报袁
报警人称自己停放在海口秀英区向荣
村出租屋内的电动车被盗袁 嫌疑人正
开往滨濂村方向遥接警后袁民警经过搜
索找到被盗的电动车遥 民警根据被盗
现场监控录像比对袁12 日 17 时许将
前来取车的盗窃嫌疑人高某锋 渊男袁
1994年 5月出生袁屯昌县人冤抓获袁并
缴获被盗电动车一部遥

同日 22时许袁 民警接到群众举
报袁 称在海口秀英大道威特集团门口
发现之前被盗的电动车遥接警后袁民警
进行蹲守将前来取车的嫌疑人王某安
渊男袁25岁袁屯昌人冤抓获遥 该嫌疑人对
盗窃电动车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袁据
其交代当时盗窃的还有两名同伙袁随
后袁民警将另两名男子渊王某冲袁男袁26
岁袁屯昌县曰王某茂袁男袁25岁袁屯昌县
人冤抓获遥

据了解袁5月上旬袁三亚市公安局治安支
队获得线索袁三亚有汽车销售 4S店存在违规
收费办理居住证的情况遥 治安支队立即组织
民警对全市的 4S店进行摸排袁当暗访至吉阳
区荔枝沟师部农场路某汽车销售 4S店时袁店
内的销售经理杨某和销售顾问黄某菲告诉便
衣民警袁如果在该店购买汽车袁可以协助办理
居住证袁价格为 1万元袁上牌费用另算袁同时
如果要办理居住证袁必须先交钱订车遥

5月 10日袁民警依法将杨某和黄某菲传
唤至公安机关遥经查袁上述 2人从今年 4月至
今袁先后 6次以 8500元的价格向奉某业购买
居住证用于给购车客户上牌遥

5月 11日 22时许袁三亚警方在陵水县将
奉某业抓获遥据其供述袁自今年 4月初开始先
后通过多家汽车销售 4S店的销售顾问招揽
办理居住证上牌的野生意冶袁每办理一个居住
证并上牌的价格从 6000到 8500元不等遥

据悉袁招揽到办理居住证的野生意冶后袁奉
某业以每张 120元的价格向一名绰号叫 野夏
哥冶的男子购买伪造的居住证袁再给购车客户
办理上牌遥 据统计袁奉某业共办理伪造居住证
39张袁 办理上牌车辆 30余辆袁 累计非法获利
10万余元遥
民警根据进一步侦查袁迅速锁定了野夏哥冶

真实姓名叫夏某成遥5月 12日 17时许袁夏某成
被抓遥 经查袁夏某成于 2017年 5月开始从事伪
造身份证尧居住证尧驾驶证等证件的违法犯罪
活动袁其中假身份证的售价为每张 60元袁驾驶
证售价为每张 80元袁 居住证售价为每张 120
元遥 截至目前袁警方发现其伪造居住证数量达
到 113张袁获利 13000余元遥
目前袁犯罪嫌疑人杨某渊女尧33岁冤尧黄某菲

渊女尧27岁冤尧奉某业渊男尧36岁冤尧夏某成渊男尧50
岁冤因涉嫌伪造尧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被三亚市
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袁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遥

三亚警方破获一起伪造居住证案件 4名嫌疑人被刑拘

汽车店女员工办“居住证”，牵出犯罪团伙

银司机把工作餐给女孩吃

给顾客办理居住证
收费1万元/张

杨某尧黄某菲

奉某业

办理居住证上牌
收费 6000到 8500元

夏某成

伪造居住证
收费 120元/张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实习记者
谢佳宁 通讯员 罗佳冤 近日袁 三亚市公安局破获
一起伪造居住证案件遥 目前袁4名犯罪嫌疑人因涉
嫌伪造尧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被依法刑事拘留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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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旬阿公嫖宿
被报警称强奸
在三亚火车站被抓获

秀英民警抓获
4名偷电驴贼

全省公安机关经侦部门开展野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冶活动
重点宣传诈骗传销等七类热点经济犯罪

我省多部门联合推动普通话普及

普通话说不好将影响公务员录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