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文明城市 建美丽三亚 编辑：吴英模 校对：邢扬文

2022年 7月 12日 星期二 3

今年 41岁的茹月嫦是崖州区妇
联一名普通工作人员，可是她的身上
却闪耀着不平凡的人性光辉。

茹月嫦的公婆年迈体弱，公公患
有高血压和白内障，婆婆患有高血压
和糖尿病，都需要人长时间的照顾。
俗话说，床前没有百日孝。再好的孝
心也抵不过岁月的磨砺，可茹月嫦不
信这个邪。结婚 12 年来，她一直无
微不至照顾老人，平日里嘘寒问暖，
经常帮公婆测量血压，叮嘱用药，烹
调老人喜欢的美食。她的言行受到
邻里的高度赞扬。

“这么多年我家小茹真的不容
易，既要工作又要顾家，要是没有
她，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办了。”茹
月嫦的婆婆心疼地说道。2020 年 9
月，茹月嫦的婆婆自感身体不适，头
痛、尿频、尿急，茹月嫦发现后第一
时间将婆婆带到三亚市人民医院进
行就诊。在医院里她一个人跑上跑
下，带着婆婆进行各项检查，检查后
医生说，幸亏就诊及时，没有造成严
重的后果。婆婆住院期间，茹月嫦就
像亲生女儿一样照顾着，给婆婆换衣

梳洗、端水喂药，任劳任怨，并且经
常搀扶婆婆到室外散步锻炼，让老人
保持好心情。在她的精心照料下，婆
婆很快就康复出院了。

茹月嫦因为爱告别父母，从广东

省远嫁崖州区，与丈夫组建起一个幸
福的家庭。作为一名外嫁女，茹月嫦
努力克服着生活习惯的差异，积极融
入当地。夫妻俩努力工作，一起经营
美好的生活。她用中国妇女特有的勤

劳、善良、纯朴全身心地经营家庭，悉
心照料公婆，重视儿女的学习成长，把
家操持得美满温馨，为丈夫守护好家
庭这个后方阵地。她是孝顺的好媳
妇，慈爱的好妈妈，贤惠的好妻子。

茹月嫦时常牵挂家中年迈的父
母，时常通过电话视频等方式，询问
父母的身体情况，每年春节也会携上
家中老小给父母拜年。在茹月嫦的
言传身教下，孩子们从小懂得要孝顺
父母、尊重老人。

2021 年 7 月，茹月嫦被授予“三
亚市第五届道德模范”荣誉称号。对
于此次获表彰，茹月嫦说：“我做的
事很平凡，我家庭的故事就是千家万
户的故事。只要家里人都能开心健
康，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茹月嫦用十
几年如一日的辛劳，践行自己心中对
家人对社会的承诺，换来了一个和谐
友爱大家庭，她不仅撑起了一个家
庭，也弘扬着中华民族孝老爱亲的传
统美德。

三亚市第五届孝老爱亲道德模范茹月嫦：

十几年如一日“孝善齐家”传佳话
本报记者 张慧膑 实习生 王航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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茹月嫦（右一）参加公益活动。受访者供图

本报讯（记者 刘盈盈 通讯员
张海哲）近日，为持续推进交通事
故预防“减量控大”和严重交通违
法“夏季攻势”行动，进一步减少和
消除城乡结合部、农村地区道路交
通安全隐患，三亚交警严查货车违
法载人、重型货车超载、客运车辆
超员、二轮电动车无证驾驶等交通
违法行为，全力确保农村地区道路
交通安全、有序、畅通。

根据辖区农用车违法特征和
交通事故发生规律，三亚交警通
过设卡检查与流动巡查相结合的
方式，加大路面管控密度和处罚
力度，以城乡结合部、农村地区为
重点，集中对酒后驾驶、超载超

员、人货混载、无牌无证、非法改
装拼装、报废车上路等交通违法
行为开展流动执法。做到发现一
起，查处一起，治理一起，教育一
起，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坚决消
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营造严查
严治的高压态势。

同时，三亚交警坚持处罚与教
育相结合的原则，结合典型交通
事故案例，对交通违法驾驶人进
行交通安全教育，向其宣传违法
载人、无牌无证等交通违法行为
的危害及可能引发的严重后果，
正面引导驾驶人自觉摒弃交通陋
习，抵制危险驾驶行为，切实增强
交通安全意识。

文明交通Sy

三亚交警：

紧盯城乡结合部开展整治
消除隐患让出行更安全

本报讯（记者 刘盈盈 通讯员
张海哲）近日，为进一步改善城区
道路交通秩序，减少道路交通安
全隐患，提升城市交通管理水平，
三亚交警组织路管员联合交通安
全劝导员在港门村片区开展二轮
电动车和行人不文明交通违法行
为专项整治行动。

行动中，交警路管员和交通安
全劝导员采取流动巡逻与固定站
点检查相结合的方式，科学调整
勤务，合理安排警力，严查二轮电
动车、行人闯红灯、不按规定车道
行驶、逆行、违法载人等各类交通
违法行为，加强对二轮电动车的

整治力度，做到“发现一起，查处
一起”。在行动现场，交警路管员
对违法行为人进行信息登记，积
极劝导提醒二轮电动车驾乘人员
和行人。

针对二轮电动车驾驶人的交
通违法行为，交警路管员采取“教
育为主，处罚为辅”的方式，现场
讲解交通事故案例、观看警示教
育视频、抄写法律法规及文明条
例、签订承诺保证书等方式对违
法行为人进行交通安全教育，呼
吁广大交通参与者拒绝不文明交
通陋习，最大限度减少和消除道
路交通安全隐患。

劝导和处罚双管齐下
治理二轮电动车交通违法行为

硕果满枝
榴莲蜜
果农心里
甜蜜蜜
7 月 10 日，在三亚

市育才生态区马脚村
榴 莲 蜜 基 地 里 ，果 树
连片，一颗颗“奶白”
榴 莲 蜜 挂 满 枝 头 ，果
农正怀着喜悦心情忙
于采摘。

据 了 解 ，该 基 地
种 植 的 榴 莲 蜜 ，因 品
质佳、口感好，深受消
费 者 喜 爱 ，在 市 场 上
一直属于供不应求。
本报记者 王康宏 摄

本报讯（记者 李少云）日前，
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推出“改签无
忧”——行李快速改签服务，进一
步提升旅客出行体验。

据悉，原有改签服务过程繁
琐，在旅客提出改签需求后，工作
人员需挑拣旅客的托运行李交给
旅客，由旅客自行前往改签航班柜
台再次托运。在春运、暑运及航班
延误期间，易发生旅客因托运行李
改签不及时而错失航班的情况。

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推出“改签
无忧”后，旅客在值机柜台办理完
航班改签手续，行李改签信息会传
递到分拣员处，分拣员将改签行李
标识粘贴覆盖住原行李牌的航班
号和目的地，再按照新的航班号信
息进行填写。填写完信息的行李
将经过重新分拣运送到改签的航
班上，避免旅客在值机柜台间来回
奔波，节约了旅客出行的时间成
本，提高了旅客的出行效率。

三亚机场：
“改签无忧”行李快速签转服务

提升旅客出行体验

本报讯（记者 黄世烽）近日，广东
省东莞市仙津保健饮料食品有限公司
特意安排工作人员，从广东送来一面
写有“品牌卫士，维权楷模”的锦旗，感
谢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第一行政执
法支队（简称“第一支队”）知识产权执
法组执法人员切实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所做的努力。

记者了解到，东莞市仙津保健饮料
食品有限公司曾投诉，在三亚某酒类
经营户处发现涉嫌侵犯“动力火车”系

列注册商标的“野魅”苏打酒，该酒类
与该公司持有的第 14470212 号、第
14060836 号、第 14470213 号注册商标
核定使用的商品类别 33 中的“酒精饮
料”属同一类别，为同一商品，且涉嫌
侵权酒类瓶颈和瓶身多处标识、构图
与权利人持有商标相近似，易造成混
淆并容易误导消费者。

为加快对涉嫌侵权酒类的判定，第
一支队与中国（三亚）知识产权保护中
心协作，由保护中心对侵权酒类作出

判定，并出具《商标侵权判定咨询意见
书》。同时，为追溯违法侵权商品制售
源头，第一支队于第一时间根据侵权
酒类外包装标签标识的品牌方、生产
方信息，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广
东省惠州市和江西省赣州市等地发线
索移送函，要求属地行政执法部门对
涉嫌侵权单位进行查处，从而快速、有
效地斩断违法侵权的制售链条。

第一支队与中国（三亚）知识产权保
护中心的协作，充分发挥保护中心侵权判

定的专业优势，使执法效率、知识产权保
护合力得到进一步提高，为维护权利人合
法权益，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打造三亚知
识产权保护新高地创造更有利条件。

今年以来，为加大对假冒侵权违法
行为的打击力度，第一支队结合“能力
提升建设年”、深化拓展“查堵点、破难
题、促发展”和“制度执行年”活动，持
续加强对违法侵权投诉举报线索的收
集、处置和查办工作，处理了多起权利
人维权举报投诉。

本报讯（记者 黄世烽）近日，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第一行政执法
支队（简称“第一支队”）通过知识
讲解和现场鉴别的方式，开展知
识产权领域打击侵权假冒执法培
训，提升我市基层知识产权执法
业务水平，打造高水平知识产权
执法队伍。

当天上午，第一支队特别邀请
香奈儿、高露洁、施华洛世奇等十
余个知名品牌的知识产权代理公
司专业人员进行讲解，重点对各
品牌商标注册类别、真假商品鉴
别方法和假冒商品取证要点等进

行详细介绍。
在知识学习的基础上，当天下

午，第一支队联合市市场监管局，
与各品牌知识产权代理公司专业
人员一同前往解放路步行街、地下
风情街等重点消费市场，开展商标
侵权专项执法行动和现场鉴别教
学，现场查处了6家涉嫌销售侵犯
注册商标专用权商品的经营单位。

通过此次培训与教学，极大
提升了我市基层知识产权执法
队伍的业务水平，加强了各相关
部门的执法协作，为营造我市良
好的营商环境创造有利条件。

知识讲解+现场鉴别

提升知识产权执法能力
严查商标侵权“李鬼”拦下“动力火车”搭便车者 斩断违法侵权制售链条

广东企业跨省送锦旗致谢三亚执法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