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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 关爱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0 月 11 日，李先生向三亚日报新
闻热线投诉称，33度婴幼儿游泳拓展训
练馆自从 3月底发通知暂停游泳后，以
各种理由一再忽悠搪塞消费者，一直到
现在还没有开馆。他打电话想找对方
退款，但对方的手机已处于关机状态。

消费者一再被忽悠

“为了让孩子从小学会游泳及健康
成长，我在 33 度婴幼儿游泳拓展训练
馆办了一张会员卡，当 时 共花费 了
6981 元……”据李先生介绍，今年 3 月
4 日，他在该馆办了这张会员卡后，带
孩子来只用过几次，该馆便向会员发来
通知称“加热设备坏了，上不了课，课程
取消，实在不好意思！”

4月 1日，该馆又发来通知说“清明

节放假 4 天，暂时不能游泳！”李先生
说，让他想不到的是，清明节过后，他准
备带孩子去该馆游泳时，对方却发来通
知称，游泳馆的设备损坏了，需要维修，
暂时不能营业，还需要再等一等。

据李先生反映，之后该馆又给数十
名会员们发来告知函，说因有租赁纠
纷，打算重新选择一地方开馆。当他问
对方能退卡吗？对方回应称，等他们开
新馆时可直接到新馆上课。可是，直到
7月底还没等到开馆的消息，他打电话
问对方何时能开馆？对方答复说，设备
还在路上，可能还要晚一点才能开业。

由于对方一直没有一个准信，李先
生说，他便要求对方把新馆位置发给他，
让他去实地去看看。结果对方只说新馆
在蓝海购物广场附近。之后他再打电话
联系时，对方的电话已处于关机状态。

消费者该如何维权？

针对此事，记者拨打了33度婴幼儿
游泳拓展训练馆负责人庞某的电话，但

确实已处于关机状态。之后，记者采访
了该馆所在地金润广场相关负责人。

“庞某与三亚某商业管理公司有租
赁关系，与我们公司没有任何关系。该
公司是承租方，我们公司是业主方。由
于该公司拖欠了我们公司的租金，我们
已解除了双方间的《房屋租赁合同》。”
金润广场相关负责人表示。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由于上述原
因，33 度婴幼儿游泳拓展训练馆被迫
于今年3月31日起停业。之后，该馆曾
于 4月 9日向会员发出告知函：我馆和
会员之间已经建立深厚情谊，不可能放
弃经营，请大家放心。目前新馆正在紧
急筹备中，请各位会员耐心等待。

但最后，该馆负责人却关机失联。
面对这种情况，李先生等人该如何

维权？记者采访了海南天鼓律师事务
所律师王国标。

“经营者提供游泳培训服务，消费
者购买其服务会员卡，双方形成服务合
同关系，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中华人
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经

营者在履行合同义务中，由于租赁产权
变化，经营场所发生变动，服务中止。
消费者与经营者协商终止合同退费事
宜，经营者久拖未决，甚至出现失联状
况，引发民事纠纷是经营者一方的责
任，经营者应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主动承担民事责任。”王国标说。

王国标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三十九条规定，
消费者和经营者发生消费者权益争议
的，可以通过下列途径解决：（一）与经
营者协商和解；（二）请求消费者协会或
者依法成立的其他调解组织调解；（三）
向有关行政部门投诉；（四）根据与经营
者达成的仲裁协议提请仲裁机构仲裁；
（五）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此外，经营
者怠于履行法定和约定义务，且涉及消
费者人数众多，消费者可请求当地消费
者协会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调解组织
调解，或者向有关行政部门投诉，责成
经营者履行义务或承担民事责任。

三亚一婴幼儿游泳训练馆歇业大半年
数十名家长想退款却找不到老板

本报记者 吴英印

社工引导三亚市第三小学“阳光彩虹班”的学生们开展手脚并用游戏。本报记者 黄世烽 摄

本报讯（记者 黄世烽）面对放
学后的“小神兽”们，如何打造让政
府满意、学校赞赏、家长放心、孩子
欢迎的“四点半课堂”，进而帮助孩
子们培养课后兴趣，与学校教育互
补，将“双减”政策落实到位……面
对上述问题，三亚市天涯区阳光海
岸大社区积极探索“四点半课堂”
服务新模式，联合社工组织率先在
全区发起“四点半课堂进校园”的

“学校+社区+社工”的联动机制，
真正实现服务学生“零距离”。

10 月 12 日下午，由三亚市天
涯区教育局指导的阳光海岸大社
区“阳光彩虹班，服务进校园”系列
活动正式在三亚市第三 小学开
展。来自三亚市第三小学一年级
（六）班的 50 名学生在学校老师、
大社区工作人员和社工的带领下，
先后开展手脚并用游戏、鲨鱼舞、

“小手工 大智慧”等活动。
“中小学生是国家的未来、民

族的希望。他们的健康安全成长，
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幸福。”三亚市
第三小学负责人称，“学校+社区+

社工”服务让学生足不出校，在熟
悉的校园环境内，体验大社区的温
暖，既保证了学习质量，又维护了
学生安全，一举两得。

“我们后期还将开展‘经典咏
流传’国学文化课程等活动。”阳光
海岸大社区负责人告诉记者，“阳
光彩虹班，服务进校园”系列活动
以“中外先进的教育理念、形式多
样的兴趣课程”为手段，以“培养学
生课后兴趣、减轻家长接送负担”
为目的，赢得了广大家长的点赞。

项目负责人、三亚惠友社会工
作发展中心主任邹昕表示，不同于
学校的传统教学工作，学校社会工
作通过大社区、学校合作，促进辖
区内各优质资源建立良好的合作
关系，在培养学生兴趣的同时能以
小见大，预防解决学生真实生活中
的问题，在培养兴趣时，社工还能
够发现有服务需求的学生，并通过
大社区服务、社工站、义工服务等
社工服务方式，与学校德育工作配
合探索，形成良好合力，共同为学
生健康成长擎起一片蓝天。

天涯区阳光海岸大社区：

积极探索“四点半课堂”服务新模式

“起桨，请远离，起飞！”近
日，在崖州区雅安村的一处田洋
上，伴随着桨叶的声响，植保无
人机在操作手聂利的操控下缓
缓起飞，这意味着农业插上了科
技的“翅膀”，农民朋友将在“指
尖”上完成农药喷洒。

随着植保无人机技术的快速
发展和应用，越来越多的省份开
始采用植保无人机飞防这一新
型植保方式，在实现病虫害的高
效防治、保障粮食安全方面，取
得了良好的效果。

昔日高大上的农用植保无人
机，如今已悄然进入田间地头，
成为农民朋友的好帮手，这让聂
利感到欣喜。聂利是崖州区雅
安村委会副主任，同时也是一名
无人机操作手。2015年，她从外
地归乡后被智慧农业广阔的前
景所吸引，决定学习操作无人
机，帮助农民改变“汗流浃背”的
作业方式。据悉，海南已将植保
无人机正式纳入农机购机补贴
目录，对符合补贴要求的无人机
机型给予一定补贴，这将极大地
提升三亚农业机械化水平。

“没有使用无人机之前，我们
的农民朋友都是头顶烈日，背扛
大罐子开展植保，沉重的药桶背
起来笨重影响效率，药水对人的
身体健康也有极大的危害，有了
无人机，这一切都解决了。”对于

植保无人机的使用，聂利有很多
的期待，她希望未来农民多学习
科学技术，用于实际生活生产
中，减轻时间成本，增产增收，成
为新时代的农民。

事实上，这几年来，三亚逐步
推进植保无人机的培训，去年南
繁育制种高标准基地统防统治
项目的启动，标志着三亚植保无
人机飞防进入“实战”，统防统治
工作在全市铺开。

三亚作为我国重要的南繁育
制种基地，承担着我国南繁育种
国家战略赋予的重要任务。

南繁育制种基地累计育成品
种5000多个，生产水稻、玉米、高
粱、油料、棉花、烟草、麻类、蔬菜、
瓜果等 28 种农作物优良亲本种
子近 6 亿公斤，每年南繁可创造
直接经济价值 2 亿多元，具有巨
大的社会经济效益。

由于海南气候条件适合病虫
害的发生，以及随着育制种基地
的连续种植,基地内的病虫害发
生风险正在逐渐提高。尤其是每
年春节前后期间，农民工返乡潮
带来的用工难、用工贵的情况正
逐年显现，严重制约了保护区内
的植保作业开展，对南繁育种安
全产生了较大风险。而植保无人
机的使用，正在对病虫害的高效
防治方面发挥出不可替代的显著
作用。

三亚农民
变身无人机“飞手”

本报记者 张慧膑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10月
12日，三亚市旅文局派出多个检
查小组，对全市滨海旅游酒店进
行专项检查，督促指导强化安全
管理,确保游客人身和财产安全。

日前，琼海市博鳌镇道纪酒
店附近海域发生一起外地游客
下海游泳，造成2人溺亡事故。

为深刻吸取事故教训，海南
省旅游市场综合整治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下发《关于进一步加
强滨海酒店安全管理工作的紧
急通知》强调，要指导滨海酒店
做好安全提示、提醒和安全救助
工作。在酒店大堂等醒目位置
和通往公共海滩道路两旁要增
设“禁止下海游泳”安全提示牌；
酒店前台在接待客人入住酒店
时，要告之客人“禁止下海游泳”
事宜；要在房卡套内插入“禁止
下海游泳”卡片；要在客房电视
开机时植入“禁止下海游泳”的
宣传广告；要利用酒店语音系统
播报“禁止下海游泳”内容等；指
导滨海酒店配置救生圈等应急

装备，一旦接到救援信息时，要
立即安排相关人员开展应急救
助工作。

检查中，检查人员督导要求
各辖区要加强公共海域、海滩管
理工作。要在公共海域、海滩沿
岸增设“禁止下海游泳”警示牌，
要加大海岸线民警巡逻密度及
海上救护力量，坚决杜绝发生类
似安全事故；加强滨海酒店内部
泳池安全管理。要举一反三，配
齐配强专业救生员,切实加强泳
池安全管理,确保安全工作万无
一失；杜绝虚假宣传。各滨海酒
店要立即对产品销售广告进行
全面清理，凡是带有“私属海滩”
等字样招揽旅客的虚假宣传广
告，要立即下架。同时，强化产
品供给和服务提升，满足游客不
断变化的需求，全面激活市场活
力；以三亚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考
核为契机，加大健康文明旅游宣
传力度，让安全出游、文明出游
蔚然成风，不断提升旅游服务品
质和三亚城市形象。

吸取琼海海域发生人员溺亡事故教训

三亚加强滨海酒店安全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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