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口发布义务教育学校
招生工作实施细则

7月30日起
可网上申请学位

本报讯（记者李崇育）7 月 30 日，海口
市教育局发布消息，根据《2020 年海口市
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工作实施细则》，7 月
30 日起，符合条件的家长可在网上申请
学位。

据悉，申请人网上申请学位的时间是
7 月 30 日—8 月 6 日。根据要求，申请人需
在规定时间内登录“海口市中小学新生入
学申请平台”，登记入学信息。“海口市中
小学新生入学申请平台”登录入口包括

“海口教育发布”微信公众号、海口市教育
局 官 网 http://jyj.haikou.gov.cn、码 上 办 事
APP 和椰城市民云 APP。

根据要求，所有符合条件的适龄儿童
少年申请就读海口市城区公办学校，均须
在规定时间登录平台，如实登记入学信
息。不在规定时间内网上登记入学信息
的，视为放弃本市城区公办学校入学申
请。因特殊情况错过登记的海口市城区
户籍适龄儿童少年，可到实际居住地所在
的区教育局登记，由区教育局视学位情况
统筹安排入学。

海口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
年可以申请的四个渠道均于上午 8 时开
通。海口市教育局表示，家长在规定时间
内申请即可，学位申请的先后顺序不影响
核验结果。在规定时间内，家长可登录系
统修改信息。8 月 6 日 24 时，网上报名时
间截止后，报名信息不可修改。8 月 8 日
起，海口市义务教育招生工作将进入线上
审核。

海口 3条公交线路拟取
消经停滨江海岸公交站

市民8月6日前
可提意见

本报讯（记者张星 通讯员徐家启)记
者 7 月 30 日从海口公交集团获悉，海口公
交 19 路、24 路、71 路等 3 条公交线路拟取
消经停“滨江海岸”公交站，请广大市民积
极参与，并在 8 月 6 日前反馈意见或建议。

据了解，“滨江海岸”公交站距离海甸
二东路路口仅为 120 米，车辆经停后需连
续变道左拐海甸二东路，鉴于公交车车身
较长，连续变道与右转和直行车辆交叉存
在安全隐患，且易造成交通拥堵和增加变
道违规成本风险。

据介绍，为缓堵保畅，营造市民游客
安全的公交出行环境，经综合评估，拟取
消 19 路、24 路、71 路等 3 条公交线路经停

“滨江海岸”公交站。海口公交集团表示，
若市民有意见或建议，请于 7 月 31 日至 8
月 6 日期间，拨打公交客服电话 66663066、
关注“海口公交集团”微信公众号或发送
邮件至 hkgjscyy@163.com 进行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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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梅向村民讲解如何识别毒品王小梅向村民讲解如何识别毒品 记者高凌 摄

本报讯（记者王巍）记者7月30日从省工
业和信息化厅获悉，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正
式批复同意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国际互联网
数据专用通道，预计年底前建成投入使用。

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是以园区为
接入单位、服务于外向型企业、直达我国北
上广国际通信出入口的专用链路。据悉，按
惯例我国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一般以
城市或园区为申报单位，海南自由贸易港国
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是国内首次面向全

省范围重点产业园区建设开通的专用通道。
今年 6 月 1 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

体方案》印发，对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做了
全面部署和具体安排，并提出要开展国际互
联网数据交互试点，建设国际海底光缆及登
陆点，设立国际通信出入口局。

为保障顺畅的跨境互联网数据互通，省
工信厅和省通信管理局联合组织申报海南
自贸港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为海南自
由贸易港建设国际合作平台、扩大产业开放

提供高质量的通信基础设施，助力海南自由
贸易港建设与产业发展。

随着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海南企业
对外交流将日益增多，企业的国际通信需求
将更加旺盛。海南自贸港国际互联网数据
专用通道建成后，可明显提升覆盖园区企业
的国际互联网访问质量，改善国际网站访
问、跨国视频会议、大文件传输等应用场景
下的用户体验，为园区营造优质的国际通信
营商环境，助力自贸港国际金融服务、跨境

电子商务、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跨境物流、
国际文化交流、国际总部办公等外向型产业
的聚集发展。

根据工信部批复，海南自由贸易港国际
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主要覆盖洋浦经济开
发区、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海南
生态软件园、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海口国家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海口复兴城互联网信
息产业园、海口江东新区、海口综合保税区、
三亚互联网信息产业园等 9 个园区。

“发动禁毒专干力量，开展‘网格化’禁
毒工作，为打击毒品犯罪奠定了扎实的基
础。”7 月 28 日下午，屯昌县公安局禁毒大
队教导员王小梅向记者介绍。当天，记者
跟随王小梅到屯城镇文新社区开展禁毒宣
传活动。

2008 年 1 月，王小梅开始战斗在禁毒
工作一线。在 12 年的禁毒生涯中，她从缉
毒一线干警一步步成长为屯昌县禁毒大队
的教导员。“她在缉毒一线与毒贩狭路相
逢，面对这些没有丝毫畏惧；对禁毒宣传、
社区戒毒（康复）工作她总是以身作则，与
禁毒专干们走村串巷，不言苦与累……”这
是同事们对王小梅的评价。

因工作突出，王小梅先后荣获了公安
工作成绩显著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
工作者、海南基层禁毒标兵、海南禁毒信息
管理系统先进个人、全省禁毒三年大会战
第一阶段先进个人、全省禁毒三年大会战
阶段性专项行动和专项工作先进个人等荣
誉。今年 5 月，王小梅又获得全省禁毒三年
大会战(2016-2019 年)禁毒标兵。

对吸毒人员摸底排查率达100%

“摸清全县登记在册吸毒人员底数和
现状，是打好禁毒工作基础、不断深化吸毒
人员动态管控工作的基础。”王小梅告诉记
者，这是她在禁毒一线工作多年总结出的
经验。

“不能打无准备之战。”这是王小梅开
展禁毒工作的基本要求。为确保吸毒人员
摸底排查工作有序开展，王小梅多次组织
培训班，并带领禁毒专干、派出所民警与吸
毒人员及家属见面，对吸毒人员逐一排查，
排查率达 100%。

“在王小梅的积极带动下，全县登记在册
吸毒人员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台账档案完整
规范。”屯昌县公安局副局长陆海成介绍。

除了做好前期摸底排查工作，王小梅
还经常冲锋在缉毒一线。作为禁毒大队唯
一一名女警，只要案件侦破工作需要，王小
梅就不惧危险，经常出入涉毒场所、深入到
环境险恶的毒窟毒窝。“为了跟踪目标，她
曾在烈日下步行几里把鞋底磨破；为了抓
捕，她曾在风雨中无声地通宵坚守；为了追
捕上线，她曾远赴江西、广东等地缜密侦查
……”说起王小梅，缉毒一线的战友无不为

她竖起了大拇指。
据统计，王小梅共参与侦破省级毒品目

标案件3起、重特大贩毒案件6起、零包贩毒
案件一批，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 40 多人，缴
获各类毒品 5.5 公斤。在缉毒路上，王小梅
用实际行动完美阐释了“巾帼不让须眉”。

亲情帮扶戒毒人员回归社会

“一定要给他多点关心和信心，这是帮
助他顺利回归社会最好的办法。”7 月 28 日
下午 4 时许，王小梅在文新社区戒毒人员阿
利（化名）家里，苦口婆心地跟阿利家人做
思想工作。

记者了解到，因长期吸毒，阿利的家人
对阿利已经不抱有希望，这也导致阿利戒
毒积极性不高。王小梅了解情况后，多次
到他家里开展家访工作。在王小梅的耐心
引导下，阿利的家人也慢慢转变思想，与禁
毒工作人员一起，加强对阿利的亲情帮教，
争取帮他早日戒除毒瘾。

“吸毒人员其实就是一种特殊的病人，
我们应该平等对待。”王小梅告诉记者，因
为在缉毒一线看过很多吸毒人员悲惨的画
面，所以她更深刻意识到，帮助吸毒人员戒
除毒瘾、重新回归社会，是一项重要工作。

在王小梅的带动下，社区戒毒社区康
复工作已全面迈向常态化、正规化。屯昌

社区戒毒（康复）执行率从 2016 年的 85%迅
速提升到了 100%，提前实现了“五年规划”
任务目标。

创新形式开展禁毒宣传教育

“禁毒工作，预防先行。”在 12 年的禁
毒工作中，王小梅始终把毒品预防教育作
为禁毒工作的治本之策，坚持源头治理。

全省禁毒三年大会战启动以来，王小
梅绞尽脑汁，一改以往宣传载体从网上照
搬的模式，把身边鲜活的毒品案例有机融
入宣传栏、展板和教案中，把动漫形象搬上
了宣传资料。

2017 年 10 月，在王小梅的努力争取和
精心策划下，屯昌县青少年禁毒宣传教育
基地正式揭牌投入使用，全县各中、小学校
以基地为禁毒教育平台，积极组织中、小学
生参观学习。

近年来，屯昌吸毒人员新增率呈大幅
度下降趋势，2019 年新增吸毒人员 5 人，相
比大会战之前新增率下降了 87.2%，毒品预
防教育工作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果。

“ 吸 毒 人 员 占 比 从 大 会 战 开 始 前 的
5.6‰下降至 2.87‰，提前超额实现了把吸
毒人员占比控制在 4‰以内的大会战总目
标。”王小梅说，这个成绩是大家共同努力
的结果，也是她继续坚守禁毒一线的信心。

QQ群卖口罩
收到钱就失联
2人被琼海法院分别判刑

本报讯（记者郭彦 杨晓晖 通讯员陈海霞）琼海法院
近日审结一起疫情期间虚假出售口罩诈骗案，两名被告人
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1 年及 6 个月，并处罚金 10000 元及
3000 元。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从事微商的被告人黄某董手
中货物无法卖出，无力偿还车贷及信用卡，于是便想通过假
借销售口罩的方式诈骗他人钱财。黄某董告知黄某棚，其
通过买卖口罩实施诈骗需要微信二维码收款，让黄某棚提
供微信收款二维码进行收款，并允诺给好处费，黄某棚表示
同意。

2020 年 2 月，黄某董在多个 QQ 群中发布虚假销售口罩
的广告，同时附上本人使用的微信或从淘宝上购买的微信，
告知需要购买口罩就添加微信私聊。黄某董在对方同意购
买后，要求对方通过微信转账方式付款，之后就不再理会对
方。今年 2 月 4 日至 11 日期间，黄某董单独或伙同黄某棚诈
骗他人钱财共计 9540 元。

法院认为，被告人黄某董、黄某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利用互联网假借销售防疫用品口罩
的名义单独或共同诈骗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二人的行为
均已构成诈骗罪。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合法财产
不受侵犯，琼海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黄某董犯诈骗罪，判处
有期徒刑 1 年,并处罚金 10000 元；被告人黄某棚犯诈骗罪，
判处有期徒刑 6 个月，并处罚金 3000 元。

海南自贸港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获批，将覆盖9个园区

预计年底前建成投用

打击违法犯罪 帮教戒毒人员
屯昌公安局禁毒大队教导员王小梅刚柔并济坚守禁毒岗位12年

□本报记者张星 蒙职宇

昌江法院成功调解一起交通事
故赔偿纠纷案

双方达成协议
伤者当场拿到赔偿款

本报讯（记者郝文磊 通讯员林小映）7 月 27 日下午，昌
江黎族自治县法院法官主持调解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赔偿
纠纷案，双方达成调解协议，被告陈某当场履行赔偿义务，将
1 万元赔偿款交到原告张某手中。

2019 年 7 月 17 日下午，陈某驾驶电动车沿昌江县石碌镇
建设西路方向往第三市场方向行驶，当车行驶至文明小区前
路段时，遇到七旬老人张某在文明小区公交站台等车，陈某未
确保安全行车致使车辆与张某发生碰撞，造成张某受伤，陈某
负事故全部责任。张某受伤后花去医疗费2567元。事故发生
后，陈某已垫付医疗费等费用4270元。之后，张某认为此次交
通事故陈某应予以赔偿，于是向昌江法院提起诉讼。

7 月 27 日下午，承办法官组织双方到法院进行调解。经
法官耐心释法说理，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陈某除去已垫
付费用，另外一次性给付张某交通事故赔偿款 1 万元，张某
不再就此次交通事故主张任何民事赔偿权利。案件的成功
调解不仅有效化解了矛盾纠纷，而且减轻当事人诉累，实现
案结事了。

海口整治美兰机场及周边道路
运输秩序

查处2辆
非法营运“黑车”

本报讯（记者王慧 通讯员王南）7 月 29 日晚，海口交通
港航行政执法支队组织执法力量，联合美兰机场公安部门重
拳出击，对美兰机场及周边的道路运输秩序进行整治，查处
2 辆涉嫌非法营运私家车。

“整治行动从晚上 9 点开始，直至凌晨 1 点，历时 4 个小
时，共出动行政执法人员和公安人员 30 人。”海口市交通港
航行政执法支队美兰大队大队长陈闻告诉记者：“针对机场

‘网约车’‘黑车’‘异地出租车’等交通违法违规行为进行全
方位联合整治，共检查网约车 83 辆，查处线下揽客网约车 1
辆；检查异地出租车 6 辆，查处违规异地出租车 2 辆；查处非
法营运‘黑车’2 辆”。

据了解，在查处一辆车时，司机拒不配合执法人员调查，
甚至坐在地上百般抵赖。执法人员在向车上的男乘客做现
场笔录时了解到，乘客从儋州乘车到达美兰机场，付给司机
运费 200 元。在美兰机场公安部门的配合下，乘客对车辆进
行指认。在事实面前，司机无法再进行抵赖，承认了非法营
运的事实。

购销不合格中药饮片
我省多家药企被处罚

本报讯（记者吕书圣）海南新星参茸药业有限公司等药
品经营企业近日因购销劣药等违法行为，被省药品监督管理
局处罚。

省药品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公开网显示，上述几家药品经
营企业购销的中药饮片法半夏，经抽样检验显示不符合规
定，按劣药论处。

经执法人员调查核实，海南新星参茸药业于 2018 年 12
月 25 日从广西蓝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购进上述不合格药
品，该公司验收员对该批次药品验收合格后办理入库。2018
年 12 月 25 日至 2019 年 5 月 3 日期间，其将涉案药品分别销售
给海南寿南山药房连锁有限公司等药品经营企业及药品使
用单位。涉案药品已全部销售完毕。该公司共获违法所得
25337.9 元。

7 月 20 日，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分别对几家涉案药品经营
企业进行处罚：海南新星参茸药业有限公司处没收销售上述
劣药违法所得 25337.9 元；海南寿南山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处
没收违法所得 3246 元，罚款 6492 元，罚没款合计 9738 元；海
南源安隆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处没收违法所得 1100 元，罚款
2200 元，罚没款合计 3300 元；海南丰成医药有限公司处没收
违法所得 240 元。

琼海法院开展法治进校园活动

倡导保护环境
践行绿色生活
本报讯（记者郭彦 杨晓晖 通讯员

胡元）7 月 27 日晚，琼海法院党组成员、副
院长、嘉积中学兼职法治副校长詹小红在
嘉积中学红楼大讲堂，为 400 余名师生上
了一堂生态文明建设普法宣传讲座。

讲座从一名因捕捉野鸟而锒铛入狱
的大学生讲起，结合琼海本地近来发生破
坏生态环境的违法犯罪典型案例，介绍

《宪法》《刑法》《民法典》《环境保护法》等
有关环境保护法律条文，引导学生们开展
垃圾分类的学习，倡导携手建设美丽校
园，保护生态环境。

讲座以有奖问答方式调动学生的积
极性，让学生了解生态文明的内涵、新时
代生态文明建设原则与要求等。

据统计，活动共发放琼海法院普法系
列读本及环保扇子等 1000 余份。

本 报 讯（记 者 林 鸿 河 马 宏 新 许 光
伟）7 月 27 日，儋州市司法局中和司法所到
东坡中心学校开展禁毒宣传教育活动。

活动现场向学生发起禁毒常识快问快
答，激发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工作人员
从毒情、毒品概述、成瘾与危害、诱因及预

防、禁毒方针等方面向学生讲解什么是毒
品及毒品的种类、成分、危害及预防知识
等，提升学生识毒、防毒、拒毒意识。

儋州中和司法所进校园开展禁毒宣传

提升学生识毒防毒拒毒意识

本报讯（记者何海东 通讯员张振儒
陈玉文）7 月 30 日上午，海口市美兰区白龙
街道禁毒办联合白龙派出所民警前往海口
市三十四小学、美苑小学，为学生们上了一

堂生动的暑假法制教育专题讲座。
据了解，民警结合真实案例向广大师生

讲解毒品的定义、毒品的种类及危害、毒品预
防技巧、禁毒法律法规等禁毒知识内容。引

导青少年学生从小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
观；认识毒品对个人、家庭、社会的严重危害
性，自觉做到“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同时要
争当禁毒宣传员，将禁毒知识向身边人传播。

海口美兰区开展暑假禁毒教育讲座

号召学生争当禁毒宣传员

FZ 聚焦新一轮全省禁毒三年大会战

本报讯（记者吕书圣）7 月 27 日上午，
万宁市市场监管局联合万宁市禁毒办、众
志禁毒工作服务中心举办 2020 年药品经营
从业人员禁毒知识培训班，200 余名药品经
营从业人员参加。

万宁市市场监管局要求药品经营企业
要增强禁毒意识，严格按要求规范特殊药
品管理，严防特殊药品流入非法渠道。

培训课讲解毒品的种类和特征，阐述
毒品的危害性，通过实例图片描述吸毒人

员吸食毒品后的表现和吸毒对身体的摧
残、对家庭的打击和对社会的危害，并对如
何预防毒品进行讲解。

培训为万宁市监管好精麻药品及含特
殊药品复方制剂，打赢新一轮禁毒三年大
会战奠定了良好基础。

万宁组织药品经营从业人员参加禁毒培训

规范特殊药品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