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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环境空气质量日报

行走在田间地头，深耕一方沃
土，收获一片青翠……来自广东花都
的孔祥义是三亚市热带农业科学研
究院院长，1999 年到海南求学，2006
年硕士毕业后，到三亚市南繁科学技
术研究院工作。14年来，他将所学知
识和热血青春，奉献给了三亚热带农
业，积极投身到服务三农中去。“海南
培养了我，我对海南也特别有感情，
选择留下来服务这片热土，可以实现
我的人生价值。”每当他人问及初衷，
孔祥义总是这般回复。

喜欢和农民打交道的
“工作狂”

进行瓜菜选育和病虫害防控，再
把新的品种和知识推广给农民，进行
科学研究……这些是孔祥义的日常
工作。农业生产和其他工种不一样，
受到自然环境影响较大，晴天、阴天、
雨天、台风天都可能对农作物造成影
响。因此，孔祥义基本上把时间都花
在了工作上。

“冬季瓜菜成熟时是最忙的时
候，已经好几年没在家过年了，说起
来挺惭愧的，感觉对不起父母……”
坚守在工作岗位上，让孔祥义缺少陪
家人的时间，好在妻子和他是同一个
专业毕业的，比较理解和支持他的工
作。做农业的辛苦不言而喻，但是对
于孔祥义来说，因为热爱，所以不惧
艰辛，情愿坚持到底。“我本身就是学
农业相关专业的，所以很热爱我的这

份工作，平时没有多少空闲时间，也
没什么爱好，以下乡为主，和老百姓
打交道挺高兴的。”孔祥义说。

2016 年 10 月，孔祥义到育才生
态区那受村任驻村扶贫干部。期间，
他根据驻村栽培特点及地理条件，针
对性地开展农业科技培训，经常深入
田间地头对农民进行一对一、面对面
的培训。两年多来，他带领团队奋战
在扶贫一线，利用自身科技优势，为
农户推广南繁院选育的“南豇 1 号”
豇豆、“驰誉 505”油亮型黄瓜、“曼谷
紫茄”等优良瓜菜品种，并指导种
植。育才那介村为茄子新品种科技
种植示范村，面积超过 500 亩，实现

效益超过 600 万元，以点带面，累计
推广“南豇 1 号”豇豆及新技术超过
5000 亩，黄瓜、茄子等新品种推广超
过 10000 亩，受益农户超过 2000 户，
辐射三亚各主要瓜菜种植基地及育
才、高峰等偏远地区，带动三亚农业
累计创造经济效益超过 1亿元，推动
了三亚扶贫产业工作，加快了三亚农
业瓜菜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和应
用。

扎根基层，推动科技助农

孔祥义说，在村里扶贫经常工作
到很晚，有时候都顾不上吃饭，农户

总是让他到家里吃饭，让他十分感
动，自己的付出，群众记在心里，就值
得了。“有一天晚上，看到孔院长还在
工作，便想叫他到家里吃饭。”苏安一
家曾经是孔祥义的帮扶户，苏安告诉
记者，初中毕业便外出打工的他在孔
祥义的推荐下，到海南省农林科技学
校学习。如今他已经毕业，成为三亚
市热带农业科学研究院的一名正式
职工。

三亚市热带农业科学研究院院
长、三亚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
如今身兼多职的孔祥义肩上的担子
又重了几分。从以前的纯科研工作
者到现在管理者身份的转变，让他深
感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只有引进
大量的人才，才能让三亚的农业发展
有更多的突破。为了改变专业人才
紧缺问题，孔祥义到任后，与多家科
研院校沟通交流，积极参加海南全球
人才招聘工作，通过引进专业技术人
才，增强市热科院科研人才队伍，改
变了市热科院人才队伍学历偏低的
现状。

多年扎根基层工作，积极推动热
带农业发展，让孔祥义得到了同行专
家、领导以及群众的认可，获得了“三
亚市首届优秀科技工作者”“南海名
家”“海南省优秀科技工作者”等多项
荣誉。

“我的目标就是服务群众，让科
技助农增收，我将在工作岗位上积极
探索，为三亚农业发展作出更多的贡
献。”孔祥义说。

三亚市热带农业科学研究院院长孔祥义：

行走田间地头学农助农

本报讯（记者 李少云）9 月
15 日，记者从气象部门获悉，原
位于南海东南部海面的热带云
团，已于 15 日 17 时加强为热带
低压，预计该低压将以每小时
10－15 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
移动，强度逐渐加强，17 日夜间
到 18 日白天靠近本岛南部海
面。受该热带气旋和弱冷空气
共同影响，9月 17日夜间－19日
白天，三亚将有一次较强风雨过
程。

据悉，该热带低压中心位于
北纬 12.4 度、东经 119.6 度，也
就是在距离海南西沙永兴岛东
南方向约 920 公里的海面上，中
心附近最大风力为 7 级（15 米/
秒），中心最低气压为 1002 百
帕。

陆地方面，17 日白天，全市
多云有阵雨，17 日夜间，多云有
中到大雨，18－19 日白天，阴天
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预
计，17－ 19 日过程雨量 100～

200 毫米。18 日，三亚沿海和陆
地将伴有 6～7 级阵风、8 级大
风。

海洋方面，三亚近海和南部
海面，16－17日风力 5～6级、阵
风 7～8 级，18 日起风力增大到
7～9 级、阵风 10～11 级；西沙、
中沙群岛附近海面，16 日风力
6～7 级、阵风 8 级，17－19 日白
天风力增大到 7～9级、阵风 9～
10 级；19 日夜间起上述海区的
风力逐渐减弱到 5～6级、阵风7
级。南沙群岛附近海面，17日风
力 6～8级、阵风 9 级，18－19日
风力减弱到 5～6 级、阵风 7～8
级。

三亚气象局建议，热带气旋
生成后将很快向本市南部海面
靠近，海上作业船只须迅速回港
避风；海岛旅游和水上项目须适
时关闭。热带气旋将给本市陆
地带来明显降雨，有利于水库蓄
水工作，但相关部门须防范局地
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城乡积涝。

本报讯（记者 杨洋）9 月 15 日，记
者从相关部门获悉，以“新时代、新技
能、新梦想”为主题的 2020年海南省行
业职业技能竞赛——三亚市第六届职
业技能竞赛已经启动报名，9 月 26 日
正式举行比赛。

竞赛设置 5 个职业（工种）项目，
分别为：美容师、美发师、茶艺师、中式
烹调师、西式面点师。

每个竞赛项目除设立一、二、三等
奖以外，还给该项目比赛成绩前三名
的选手分别颁发金、银、铜奖奖杯，并

分别发放 5000 元、3000 元、1000 元奖
金。

三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创新竞赛形式，提高竞
赛质量，推广竞赛成果，实现以赛促
学、以赛促训、以赛促评、以赛促建，通

过大力弘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努
力营造“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
才”的良好环境。

据悉，此次大赛由三亚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三亚市委人才发展
局主办。

受南海热带低压影响

明日起三亚有较强风雨

本报讯（记者 吴英印 通讯员 廖
茹奇 实习生 陈婕 摄影报道）9 月 14
日上午，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
开庭审理由三亚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
诉的被告人刘某鸯、邢某华等 49 人涉
黑案件。该案系三亚市开展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以来涉案人数最多的黑社会
性质案，共涉及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
性质组织罪、开设赌场罪、强迫交易罪、
寻衅滋事罪、故意伤害罪、诈骗罪、骗取
贷款罪、虚开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罪、违
法发放贷款罪、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
非法制造发票罪等多项罪名。部分被
告人家属在现场旁听庭审。

由于案情复杂、涉案人员众多、社
会影响较大，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高度
重视案件审理工作，采用 7人合议庭的
形式，由 3名资深法官和 4名人民陪审
员负责专案审理，并在庭审前召开9·14
动员暨警务保障大会，制定了详细的警
务保障方案，确保庭审过程万无一失。

公诉机关指控称，被告人刘某鸯、
邢某华组织、领导人数众多、骨干成员
基本固定的犯罪组织，长期盘踞在三亚
崖城地区，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
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欺压、残
害群众，为非作恶，称霸一方，在一定区
域和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和重大影响，
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被告人

刘某鸯、邢某华的行为已构成组织、领
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依法应当按照其
所组织、领导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所犯的
全部罪行处罚，同时，应当以参加黑社
会性质组织罪、强迫交易罪、寻衅滋事

罪、故意伤害罪、诈骗罪、骗取贷款罪、
虚开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罪、违法发放贷
款罪、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非法制造发
票罪，分别追究本案各被告人刑事责任。

庭审期间，控辩双方将围绕起诉指

控的犯罪事实进行举证、质证，对定罪
量刑的事实、证据及法律适用等问题充
分发表意见，并展开法庭辩论。目前，
此案正在有序审理当中，庭审预计持续
11天。

刘某鸯等49人涉黑案三亚开庭审理
庭审预计持续11天

本报讯（记者 吴英印 实习
生 陈婕）近日，三名男子酒后仅
仅因为车灯照射，竟然在冲动之
下动手打起架来。结果，三亚警
方介入调查后，依法对他们予以
行政拘留。

当天凌晨1时 30分许，三亚
市公安局天涯分局育才派出所
民警陈鹏飞带队夜间巡逻至辖
区育才大道育才联盛加油站路
段时，发现不远处的夜宵店有人
打架，立即赶往现场处置。民警
依法将参与打架的吴某浩传唤
回派出所接受调查，另外 2 名打
架男子已逃离现场。

经调取查看当晚的监控视
频及多方取证，民警掌握到了这
2 名男子的身份信息：洪某明和
黄某海。尽管这 2 人在事发后
一直潜逃，但民警仍多次到这 2
人家中做其家属思想工作。最
终，2 人主动投案。

警方查明，当天晚上吴某
浩在立才农场喝酒后，被堂哥

叫去育才联盛加油站旁的夜宵
店吃宵夜。到场后，吴某浩所
骑摩托车因车灯忘记关掉，照
射到了在此处结伴喝酒的洪某
明和黄某海这一桌。因为对车
灯照到一事心生不满，于是洪
某明、黄某海便上前与吴某浩
理论。由于 3 人均喝了酒，并在
酒精的作用下，双方在发生口
角，继而引发互殴。最终，吴某
浩、洪某明、黄某海均不同程度
受伤。

经询问，违法行为人吴某浩
对其殴打他人的违法事实供认
不讳，而违法行为人洪某明、黄
某海也如实陈述他们结伙殴打
他人的违法事实。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
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三亚警
方依法对违法行为人吴某浩予
以行政拘留 10 日，罚款 500 元；
对违法行为人洪某明、黄某海则
予 以 行 政 拘 留 15 日 ，各 罚 款
1000元。

本报讯（记 者 吴 英 印 通
讯 员 钟 泽 亮）近日，海口铁路
公安处三亚车站派出所民警经
过缜密侦查，在火车站附近抓
获 一 名 涉 嫌 诈 骗 罪 的 网 逃 人
员。

据了解，2019 年 6 月，犯罪
嫌疑人刘某（男，43 岁，江西永
丰 县 人）在网络上看到一则消
息称，投资“博鑫洗码”理财项
目，每投资一万元，每日返现至
少 300 元，投资周期为 2 个月。
刘某抱着试一试的态度购买了
该理财产品，正如平台所约定
的那样，每日都有返利进账并
且可以随时提现。因此，刘某

对“博鑫洗码”理财项目深信不
疑，在其后的两个月里，发展身
边的亲戚及朋友参与投资“博
鑫洗码”理财项目，并从中收取
手续费。2019 年 8 月底，“博鑫
洗码”理财项目骗局崩盘。刘
某因参与这一投资传销活动，
通过网络方式诱骗多人投资实
施诈骗，涉案金额较大，涉嫌诈
骗罪，被江西省兴国县公安机
关网上追逃。

近日，刘某在三亚火车站
附近被三亚车站派出所民警抓
获。目前，犯罪嫌疑人刘某已
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
办理中。

车灯照射引发纠纷
三男子互殴被拘留

因参与投资传销活动
一网逃人员三亚落网

三亚第六届职业技能竞赛报名启动
设置5个竞赛项目

本报讯（记者 杨洋）近日，共青团
三亚市吉阳区委员会（以下简称团吉
阳区委）通过“购买服务+委托管理”的
方式，建立了1000平方米楼宇青年之
家 ，打通青少年服务的“最后一公
里”，184家企业有了“青年之家”。

经过三个月的积极探索，团吉
阳区委让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团
员青年，成功地在中信南航大厦建
立了三亚中信南航大厦团支部，设
立了楼宇“青年之家”。

提供订单式服务 。积极配合区
委组织部开展每月一次的政务服务

进楼宇活动，让企业少跑腿，在公司
楼下就能办到政务业务，通过丰富多
彩的活动，不断提高团组织的吸引
力，扩大有效覆盖面。

提供管家式服务。 2019 年团
吉阳区委充分发挥共青团动员优
势，组建楼宇青年志愿者服务队，引
导楼宇青年关注贫困问题和扶贫工
作，开展多次“志愿采摘农家行 助力
脱贫献爱心”活动，摘售辣椒3000余
斤，切实解决贫困户困难。

提供舞台式帮助服务。“年轻人
工作压力大，老板今天还批评了你，

你该怎么办？有共青团的心理老师
帮助你温暖你；举办“教你如何更商
务”的文明礼仪仪态培训讲座，专业
商务礼仪能帮你赢得更多订单，让
老板对你刮目相看。

开展楼宇团建促楼宇经济发展。
团市委领导多次到楼宇跟物业经理、
青年企业家等青年代表座谈，悉心指
导团建工作。共青团吉阳区委员会书
记李娜表示，“青年之家”是共青团联
系青少年的有力抓手，是共青团服务
青少年的关键平台，是打通青少年服
务的“最后一公里”。

本报讯（记者 吴英印 实习
生 陈婕）“工程已完工2年，我还
有 4 万多元工钱没拿到……”9
月15日，记者从三亚市劳动争议
人民调解委员会获悉，在三亚调
解员的大力调解下，一包工头与
一工人达成协议，化解了一起劳
动纠纷。

2018 年 7 月至 9 月间，王先
生在皮先生承包的多个装修项
目中做装修工。王先生所得工
钱为 9 万多元，皮先生口头约定
工程完工后就立即支付工钱。
但工程完工后，皮先生只给其支
付了 49000 元，剩余 4 万多元迟
迟未支付。无奈之下，王先生于
近日向三亚市劳动争议人民调
解委员会申请调解。

三亚市劳动争议人民调解
委员会调解员介入调查后了解
到，王先生所负责的装修项目已
在2018年 9月份完工。按约定，
皮先生应立即给王先生支付所
有的工钱,但其只支付给王先生
一部分工钱，剩余部分迟迟未支
付。对此，皮先生则表示，虽然
王先生的工作已完成，但他所承
包的总工程截至 2019 年底才完

工，总工程完工后，发包方需要
时间进行验收，待验收合格后才
能结清工程款。由于受到疫情
影响，工程迟迟未验收，工程款
也无法结清，因此未能按时支付
王先生工钱。

“王先生是家里的经济支
柱，外出务工不容易，你既然答
应他工作完成后立即支付工钱，
就要信守承诺。”调解员告知皮
先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
同法》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
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
对方当事人可以要求其支付价
款或者报酬”，拖欠工钱属违法
行为。

“皮先生的工程款还没有
下，希望您能体谅一下他的难
处。”调解员在劝说王先生后，也
让皮先生换位思考，考虑一下王
先生的家庭条件和经济状况，可
否将工钱分期支付或延期支付？

在调解员耐心劝导下，皮先
生答应分两期支付给王先生，第
一期于双方调解后支付给王先
生 2万元，第二期于 2021 年 2月
10 日前支付给王先生剩余的工
钱。最终，纠纷得以顺利化解。

工钱迟迟未付 调解员帮“讨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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