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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家庭建设Sy

本报讯（记者 卢智子 王
鑫）6月26日下午，三亚中心医
院收治的1例境外输入新冠肺
炎无症状感染者经过综合诊
治，符合解除隔离和出院标准，
于当天出院。

据了解，无症状感染者高
某某，女，中国籍，国内居住在
福建省福清市。2020年6月9
日乘坐 CA082（临时航班）航
班出发飞往三亚，6月10日自
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入境。一入
境相关部门即对其进行核酸检
测，并专车送往医院进行检查，
随后送往酒店进行集中医学观
察。6月11日，检测机构报告
核酸检测呈阳性，随即转送至
定点医院隔离治疗，经判定为
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住院
14天里，患者一直无发热，经

治疗后检测咽拭子、肛拭子均
为阴性。该患者的出院，标志
三亚新冠肺炎住院病例数据实
现了第三次清零。

今年3月8日，随着最后1
例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治愈出
院，三亚首次实现住院病例清
零。5月29日 16时许，1例境
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患者
经过综合诊治，于当天在三亚
中心医院出院。这是当时我省
唯一一例出院的从境外输入的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三亚实现
第二次住院病例数据清零。

数据清零并不意味着疫情
结束，目前，三亚统筹做好常态
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
作，严格执行“外防输入、内防
反弹”的各项防控举措，严守输
入关口，加强风险排查，落实

“四早”要求，开展“五爱”卫生
健康大行动，推进环境卫生整
治，增强公众自我防护意识，毫
不放松抓紧抓实抓细各项防控
工作。针对境外疫情严峻形
势，三亚严格执行入境检疫“三
查三排一转运”流程，即对入境
人员全面开展健康申明卡核
查、体温监测筛查、医学巡查；
对其中发现的有症状或来自于
疫情较严重国家或地区，或接
触过确诊病例、疑似病例的人
员，严格实施流行病学排查、医
学排查及实验室检测排查；对
其中判定的确诊病例、疑似病
例、有症状人员、密切接触者四
类人员按照有关规定落实转
运、隔离、留观等防控措施。确
保入境人员从抵达、引导、查
验、出机场等一系列环节环环
紧扣，打造了精细化的防疫“闭
环”。

第三次清零！

一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
在三亚治愈出院

本报讯（记者 吴英印）近日，
在开展新一轮禁毒工作中，三亚市
公安局天涯分局河西派出所苏运正
行动队根据分局部署，赶赴海口市
抓获一名贩卖毒品嫌疑人。

当日 9 时许，天涯分局河西派出
所在工作中掌握到一条线索，在海

口市有人贩卖毒品。为此，该所立
即指派苏运正队长带领行动队前往海
口市开展调查，把贩卖毒品的犯罪嫌
疑人抓捕归案。当晚9时许，民警在
侦办此案过程中了解到，犯罪嫌疑人
庞某泉（男，26岁）连续更换了几个交
易地点后，最终确定在海口市龙华区

恒大公寓南门口进行交易。面对此
况，民警立即赶往现场蹲点守候。

当晚10时 50分许，犯罪嫌疑人
庞某泉来到现场并将含有大麻成分
的电子烟秘密地交给一购买者。看
到双方交易完后，民警一举将贩卖
毒品嫌疑人庞某泉及购买者抓获，

现场缴获一根电子烟（含有大麻成
分）一 根、用 于 贩 卖 毒 品 的 苹 果
XPROMAX手机一部。

经讯问，犯罪嫌疑人庞某泉对贩
卖毒品的事实供认不讳。目前，犯
罪嫌疑人庞某泉已被三亚警方刑事
拘留，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当中。

三亚警方赶赴海口抓获一毒贩

本报讯（记者 吴英印）近日，在
三亚市公安局天涯分局的部署下，
河西派出所联合分局禁毒大队抓获
1名吸毒人员。

当日22时许，河西派出所在工作
中掌握一线索，在三亚市大东海某

店内有一吸食毒品人员。为此，该
所民警与分局禁毒大队民警立即前
往现场将涉嫌吸食毒品人员杨某林
（男，32 岁）进行传唤。

民警经提取杨某林尿液进行检
测，发现其检测结果为冰毒弱阳性；

后提取杨某林毛发送司法鉴定中心
进行检测，检测结果为冰毒阳性。

经讯问，违法行为人杨某林对其
今年 1月份在三亚市临春河路六巷
某出租屋内吸食冰毒的违法行为供
认不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
处罚法》相关规定，三亚警方依法对
其予以行政拘留 15 日，并处罚款
500元。

目前，杨某林已被警方拘留，此
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之中。

在出租屋内吸食冰毒

一“瘾君子”被三亚警方拘留15日

本报讯（记者 符吉茂）端午小长
假首日，崖州区在严格做好常态化疫
情防控的同时，多措并举保障旅游市
场文明有序，确保游客过一个安心愉
快的假期。截至6月25日下午3点，
崖州区未接到相关旅游投诉的情况。

6月25日上午，在三亚南山文化
旅游区、大小洞天景区，游客在做好
体温监测、健康码查验等措施后有序
进入景区。据介绍，南山景区在严格
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下，举行

“我们的节日——‘粽’情端午”系列
民俗活动，包括画额抹雄黄、“旱地龙
舟赛”、诗词朗读品鉴会、祈福等多项
互动体验内容，让游客感受端午传统
文化，乐享佳节。

当天上午，“旱地龙舟赛”、抛
“绣球”等其乐融融的互动活动引来
众多游客的参与，既愉悦人们的身
心，也表达了对健康与平安的期盼。

据悉，今年端午节，南山文化旅
游区还举行了“南山大讲堂”活动，即
将南山传统文化与国学文化相融合，
探索特色研学旅游模式。当天有来
自三亚地区10余个家庭受邀来到南
山景区参加“儿童诗词朗读品鉴会”，

感受中华诗词和朗读的乐趣，寻味传
统端午记忆。

大小洞天景区推出海南人半价优
惠、全国医护人员免费等端午节优惠
政策，举行浓情端午国学传承、端午
节大小洞天亲子时光记等特别活动，
推出亲情国学文化开笔礼、挑战彩虹
滑道大战等活动。

为保障旅游市场文明有序，让崖
州市民和游客度过一个祥和、喜乐的
端午节，崖州区全力做好旅游市场整
治和旅游服务工作。据介绍，崖州区
出动执法人员 12人次，出动执法车
辆5辆次，检查各类市场经营主体18
家次等。

崖州公安分局共出动警力 260
人，车辆 170 辆，走访检查宾馆 55
家、酒店 5家、出租屋 68 家、娱乐场
所12家、小区7家，检查车辆168辆，
盘查人员 269 人，检测体温 120 人，
发放防疫宣传资料210张，粘贴二维
码小程序 75 张，宣传受众人 260 人
次，累计登记一号工程 APP149419
人（当日登记 177 人）。

崖州区多措并举保障旅游市场文明有序

防控不松懈 游客放心游

南山景区“旱地龙舟赛”活动受游客欢迎。

文明旅游Sy

本报讯（记者 黄珍）近日，《教
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
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正式印
发。三亚日报记者采访几名高校学
生，他们纷纷表示，虽然当前受疫情
影响，教育的发展受到冲击，但《意
见》的出台更加坚定了学子出国留
学、推动教育融合发展的信心。

三亚学院丝路商学院大二学
生田莹莹认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
加快，越来越多的学生会选择出国
留学，或者选择有机会出国的院校
进行学习，在提升自己的同时“加
持”学习经历。以她所在的三亚学
院丝路商学院为例，学院与国外的
多所高校保持紧密的合作关系，所
设的专业积极与国际接轨。《意见》
提到，疫情对出国留学的影响是暂
时的，并重申将继续通过出国留学

渠道培养我国现代化建设需要的
各类人才。这无疑坚定了中国教
育开放融合发展的信心，相信也是
未来中国教育开放的战略，将大力
提升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旅游管理
学院大四学生马思敏说，作为学院
中奥合作班的学生，大学期间他们
有机会到国外进行为期半年的“留
学”学习，国外的教学模式与自己
所学专业知识互补融合，能开拓视
野、认知也更全面。虽然受疫情影
响让教育发展受到冲击，尤其是国
外停课停学、考试延迟等消息，但
《意见》中提出的深化教育国际合
作，鼓励开展中外学分互认、学位
互授联授，扩大在线教育的国际辐
射力，这给她吃下定心丸，也更坚
定了信心。

《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
开放的意见》出台

三亚学子：
今后将有更多出国留学的机会

本报讯（记者 吴英印 实习生
陈婕）“我们超市所售的面粉，没有
放置防腐剂等添加剂，偶有飞虫属
于正常现象……”6月 23日上午，记
者从市消费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获
悉，在调解员的大力调解下，一超市
向消费者赔偿了500元。

■发生纠纷：
在超市购买的面粉里有飞虫

近日，李女士在天涯区某超市里
购买了一包面粉后，无意中发现里
面竟然有一只飞虫。为此，她去找
该超市讨说法，但该超市只愿十倍
赔偿。见状，她便向三亚市消费纠
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

在受理此案后，调解员立即介入
调查。李女士向调解员出示了购物
小票，以及面粉里有飞虫的照片。
同时，她告诉调解员，由于该超市只
同意按其购买面粉价款的十倍（即
330 元）进行赔偿，因此她坚决不同
意该超市的处理意见。

对此，该超市负责人周经理表
示，其对面粉里有飞虫一事表示无
异议，也同意对李女士进行了相应
的赔偿；但其认为，超市所售面粉没
有放置防腐剂等添加剂，偶有飞虫
属于正常现象；况且面粉里的飞虫
并不是超市故意为之，所以超市只
同意按李女士购买面粉价款的十倍
予以赔偿。

“你们双方对于面粉里有飞虫一
事是没有争议的，但超市方所述因
为面粉没有放置防腐剂等添加剂造
成有飞虫的说法，我认为是不合理
的。因为超市售卖的商品，无论是

否放置防腐剂，都应该保证所售商
品卫生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面粉里
有飞虫，超市应该考虑的是做好商
品运输、储存工作，而不是归结为正
常现象……”调解员如是说。

■依法调解：
超市向消费者赔偿 500 元

调解员告诉周经理，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
八条的规定“消费者因不符合食品
安全标准的食品受到损害的，可以
向经营者要求赔偿损失，也可以向
生产者要求赔偿损失。接到消费者
赔偿要求的生产经营者，应当实行
首负责任制，先行赔付，不得推诿；
属于生产者责任的，经营者赔偿后
有权向生产者追偿；属于经营者责
任的，生产者赔偿后有权向经营者
追偿。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
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
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
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
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
的赔偿金；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一
千元的，为一千元”。因此从食品安
全法的规定来说，超市售卖的面粉
里有飞虫，显然是违反了食品安全
法的相关规定，需要承担相应的赔
偿责任。同时，调解员对李女士说，
面粉里有飞虫并不是超市故意为
之，况且其实际并未食用该面粉，未
对自身造成损害。希望李女士能考
虑是否降低赔偿金额。

最终，在调解员的协调下，双方
达成一致意见：超市方同意赔偿李
女士500元。

面粉里有飞虫，商家竟说正常

三亚调解员释法说理
消费者获赔500元

今年端午节假期，记者第一次见
到了正在村委会值班的王明艳。趁着
没有村民前来办事的空隙，她与当天
值班的两位同事一起再次深入学习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

现年 50 岁的王明艳是崖州区水
南 村 人 ，任 该 村 委 委 员、村 妇 联 主
席。疫情防控期间，作为一名母亲，
她给子女们树立了责任担当的榜样。

2020 年是特殊的一年，因突如
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得王明艳等
村干部在一线过节。大年除夕晚，一
条来自崖州区政府办“请各村、社区、
居 20 分钟内上报我区返乡的武汉籍
的客人（已掌握的）总数，急件，请速
办”的通知，打破了喧嚣的夜晚，随着
而来的就是不断地入户摸排走访、宣
传、上报、发放物资、值班等一系列疫
情防控工作。

疫情防控期间，王明艳争分夺秒、
日夜奋战：每天在村里各角落穿梭排
查，面对着外来人员时，她毫无退缩；
每天，在村中各个路口对出入的人员
进行体温监测；配合疾控人员对重点
发烧人员密切关注……“只有我们认
真去做好防疫防控工作，才能保证每
一名村民的生命安全，这是责任，也是
命令。”王明艳说道。

由于基层工作繁多，王明艳在村
委会身兼数职。对家庭，她心里总是觉

得有些亏欠，但丈夫和孩子们的大力支
持并以她为傲，变成她坚强的后盾和前
进的动力，让她工作更有动力。特别是
在“创文巩卫”工作中，作为网格长的她
发动村民家家户户做好“门前三包”卫
生。她常常和其他同事工作至深夜，丈

夫更是大力支持，主动担任司机清运着
各卫生死角垃圾，夫妻两人全心思投入
到“创文巩卫”工作中。

作为二村八组的组长，村民有纷
争、有需求时，王明艳总是第一时间到
达现场，为村民排忧解难，从不推脱，

从不推诿，做到事事公正，不偏不倚，
备受村民尊敬和信服。

“奉献永远比索取更幸福。”这是
王明艳常常对孩子们说的话，她也是
这样做的，因此孩子们也养成了善良、
热情、乐于助人的性格。她的家庭也因
此得到单位和村民们好评——“王明艳
夫妻结婚29年来，一直相濡以沫，是大
家学习的榜样。”水南村党总支部副书
记、村委会副主任容镜良说道。

王明艳与丈夫结婚多年来，夫妻恩
爱、尊老爱幼、邻里和睦、热心助人。用
平凡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诠释了家与爱
的真谛。她一家 2017年荣获“三亚市
最美家庭”“三亚市文明家庭”“三亚市
文明卫生标兵户”“崖州区十大文明家
庭”；2018年荣获海南省“最美家庭”；
2019 年荣获三亚市崖州区“三八红旗
手标兵”等称号；2020年荣获海南省妇
联举办的“点靓我家‘净’待花开”网络
评比的百户清洁家庭等荣誉。

用行动诠释“最美家庭”的意义，崖州区水南村妇联主席王明艳：

奉献永远比索取更幸福
本报记者 黄世烽

在医护人员的带领下，无症状感染者高某某走出隔离区

摄影：三亚传媒融媒体记者 林海玲

在医护人员的带领下，无症状感染者高某某走出隔离区。三亚传媒融媒体记者 林海玲 摄

王明艳（中）与值班的同事一起读报学习。 黄世烽 摄

“平安三亚”——打赢禁毒三年大会战Sy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近距离
观看毒品样品，在禁毒签名墙上留
下自己的名字，一同大声宣读禁毒
誓言……6 月 24 日下午，三亚市教
育局在三亚临春岭森林公园开展禁
毒主题宣传活动，以多种形式强化
青少年学生的识毒、防毒、拒毒意
识，为孩子们撑起一片“健康人生
绿色无毒”的蓝天。

自禁毒三年大会战开展以来，

三亚市各区、教育局都将青少年毒
品预防教育工作摆在重要位置，三
亚市建立了10多所禁毒教育基地，
通过举办禁毒讲座、设立咨询点等
方式普及禁毒知识，倡导校园无毒
理念，引导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

学校是三亚进行禁毒宣传教育
的主要阵地。据悉，为增强青少年
识毒、防毒、拒毒能力，做到“学生不
吸毒，校园无毒品”，在“6·26”国际

禁毒日前后，三亚市开展了多个主
题活动。宣传活动中，通过组织国
旗下的演讲、举行禁毒宣传教育主
题班会等活动，充分利用校园黑板
报、手抄报、家长微信群等信息载
体，以文字、图画和影片相结合的形
式宣传禁毒知识，让学生了解毒品
的种类及危害性。同时还倡导同学
们要充分利用课余时间积极与家长
们一起学习禁毒知识、观看禁毒宣

传视频，通过“小手拉大手”，掀起一
股学习禁毒知识的热潮，号召师生
积极参与禁毒活动，珍惜青春、珍爱
生命、远离毒品。

下一步，三亚将继续把青少年
毒品预防教育置于禁毒工作的重要
位置，按照三亚市禁毒规划总体布
局，以遏制吸毒人员滋生为目标，以
学校为主阵地，以防范合成毒品危
害为重点，全面进行禁毒宣传。

三亚开展校园禁毒宣传活动
引导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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