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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残联网站为啥总“卡壳”
？
海口市残疾人联合会负责人：
经过升级改造已恢复正常
本报讯 残疾人找工作的网站为何难打开？残疾人的需
求如何才能及时得到关注？昨日，海口市残联主要负责人做
客椰城纠风热线，就广大残疾人关心和关注的热点问题一一
进行了答复。
记者 苏钟

▲

残联网站难登录 残疾人找工难
市民反映：海口市民王女士来
电反映，海口市残联的网页有时候能
打开，有时候却打不开，还有网页上
的信息更新不及时，残疾人的就业信
息，
还是几个月前公布的。
记者调查：近日记者打开搜索，
输入“海口市残联”，登录海口市残疾
人联合会，网页刷新了半天都没有打

开，
记者又操作了几次，
都没有成功打
开。第二天，记者再次登录海口残联
网页，
很快就进入了，
在就业服务信息
中，记者发现公布的时间是 2017 年 3
月 13 日，浏览了整个网页，共有 23 家
公司发布了招聘信息，每家公司都有
不同的需求和排版，看着眼花缭乱。
记者随机拨打了几个公司联系人的
电话，
负责人表示，
已经不再招人了。

部门回应：海口市残疾人联合会党组书记、理事长蔡志森做客
椰城纠风热线时表示，网站打不开的问题之前出现过，这个网站是
跟别的单位合作的，经过升级改造后已经恢复正常。对于有的信
息没有及时更新，可能是工作也不太到位造成的，下一步还要进行
改进。关于残疾人就业难的问题，每年都会举办一些招聘会，今年
也推介了一批，
完成就业了一批。

低保被取消 生活很困难
市民求助：近日，家住海口新埠
岛三联村的周女士向记者求助，她的
低保 2014 年就被取消了。周女士和
丈夫李先生都是残疾人，周女士持有
海口市二级残疾人证，每个月有 100
元的补贴，而丈夫持有的儋州市三级
残疾人证却没有任何补贴。如今，周
女士在家附近开了一个小卖部，月收

入大约 1000 元，一家三口就靠小卖部
维持生活。周女士希望有关部门能
恢复她的低保。
记者调查：记者特意来到三联社
区居委会询问周女士的低保问题，工
作人员表示，周女士如有需要，可以
先递交申请。

部门回应：海口市残疾人联合会党组书记、理事长蔡志森表
示，残疾人信息的调查服务工作每年都在做，通过专项调查可以清
楚掌握残疾人的各种需求，
建立数据库，
有效做到精准服务。

关照多个承建商 捞 20万好处费
陵水民政局原副局长潘小雄犯受贿罪获缓刑
本 报 讯 2011 年 2 月 份 至
2016 年 7 月份期间，潘小雄（1968
年出生于万宁市）担任陵水黎族自
治县民政局副局长，分管优抚、双
拥及项目建设管理工作，
利用职务
上的便利，在陵水县养老服务中
心、敬老院等工程监督管理、工程
验收、
工程款拨付等方面为他人谋
取利益，
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
民币20 万元。
2016 年 5 月 13 日，潘小雄主
动到陵水县人民检察院投案，如
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并主动退赃。
陵水县法院依法判决潘小雄犯受
贿 罪 ，获 刑 1 年 6 个 月 ，缓 刑 2
年。

收承建商 20 万好处费
郑某刚承建了陵水县民政
局养老服务中心土方等工程，为
了感谢潘小雄在工程款拨付、工

记者走访：
根据张先生反映的问

主动投案并退赃 20 万元
2016 年 5 月 13 日，潘小雄主
动到陵水县人民检察院投案，如
实供述自己的罪行。2016 年 5 月
16 日、2016 年 6 月 13 日，潘小雄
向纪委上缴赃款共 9 万元；2016
年 6 月 16 日向陵水县人民检察院
上缴赃款 11 万元。

判刑 1 年半 缓刑 2 年
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依
法判决被告人潘小雄犯受贿罪，
判处有期徒刑 1 年 6 个月，缓刑 2
年，
并处罚金 10 万元。
记者 吴兴

孩子与家长上演百人
“亲子舞”
本报讯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家
长的陪伴至关重要，但是由于工作关
系，很多时候家长却常常“缺席”孩子
的成长。近日，海口中学幼儿部举办
了一场“秋季健康·亲子运动会”，让孩
子们在运动娱乐中，增进了与父母的
感情。
记者 张野/文 单正党/图

题，
11 月 8 日，
记者来到位于滨江路与
花卉大道西路交叉口附近的海口市残
疾人就业服务中心，沿着马路往北走
了大约 300 米，才看到公交站牌。记
者到达时，
已经上午 9 时许，
看到有一
位工作人员刚吃完早餐，拿着碗准备
去洗，
在二楼的一间办公室，
有人看着
手机，
有人冲着咖啡，
正准备吃早餐。

部门回应：针对此事，海口市残疾人联合会党组书记、理事长
蔡志森表示，现在有两趟公交车从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经过，该中
心附近不远处也设置了站点，下一步将和交通部门进行协调公交
线路及站点问题，
方便残疾人办事。

“陵水，我的浪漫与你有关”婚拍系列日圆满结束
2017 年 11 月 10 日到 12 日，由陵水黎族自
治县旅游发展委员会发起的“陵水，我的浪漫与
你有关”
大型婚拍系列日在近期顺利展开。
本次活动是由陵水黎族自治县旅游发展委
员会主办，由海南零度视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承 办 ，由 海 南 立 博 不 争 文 化 传 媒 有 限 公 司 、
PPAC(亚洲专业摄影师协会)和途牛旅行网协办
的带有竞技性质的旅拍比赛和风光体验、全程
网络直播展示的大型城市旅游推介活动。
来自海南乃至全国的优秀摄影师在 11 月
10 日抵达陵水，分别在 11 日和 12 日在分界洲
岛景区和椰田古寨景区进行了为期两天的拍
摄，活动全程通过快手直播吸引了近百万网友
观看 。12 日下午举办了 PPAC 浪漫旅拍论坛，
陵水黎族自治县旅游委员会的代表，PPAC(亚

小雄利用陵水县养老服务中挡土
墙及围墙二期工程、
文罗敬老院等
工程，在工程项目竣工验收、工程
款拨付等方面给予承建商关照和
帮助，
共收好处费20万元。

海口中学幼儿部举行秋季亲子运动会

就业服务中心交通不便
市民求助：
市民张先生拨打椰城纠
风热线反映，
他的脚有残疾，
前不久，
他
去海口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办事，
不
仅出行不方便，
就业服务中心的服务也
跟不上了。
“我去领表格，
好几个工作人
员都低着头看手机。
”
张先生说。

程质量监管等方面给予的关照和
帮助，2011 年上半年的一天，郑
某刚在陵水县民政局潘小雄的办
公室，
送给潘小雄 6 万元。
2012 年中秋节，潘小雄又收
到了他人送的好处费 0.5 万元，这
次送钱的是承建陵水县养老服务
中心老年公寓大楼等工程（四标）
的林某荣。此外，林某荣还分别
在 2013 年春节前的某天和 2013
年中秋节前的某天，先后在陵水
县气象局附近的路边各送给潘小
雄 0.5 万元，三次共各自送给潘小
雄 1.5 万元。
2012 年的某天，潘小雄在林
某荣经营的某商行购买钢筋时，
林
某荣为感谢潘小雄在其承建的养
老服务中心相关工程中给予的关
照，
以少收潘小雄 5 万元钢筋款的
方式，
送给潘小雄5万元。
据悉，2012 年至 2014 年，潘

洲专业摄影师协会)的主席，途牛旅行网的营销
中心总监等等分别进行了精彩发言，谈论自己
对本次活动的感想，来自 PPAC 的摄影大师对
自己本次陵水旅拍的优秀作品进行了分享，12
日晚以旅拍颁奖暨滨海浪漫主题秀的形式为活
动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本场秀采用 360 度无
死角立体回形秀台，高级定制的婚纱礼服，走秀
模特均为来自海南立博不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的当红主播艺人，最终由全亚洲最具权威性的
专业摄影师协会 PPAC 在本次的优秀摄影作品
中评选出大奖。
活动大力宣传了陵水旅游文化，全程的传
播将对陵水的旅游人群导流起到非常积极的作
用，并且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到浪漫婚拍的绝
佳拍摄地点就在陵水。

当天上午 9 时，亲子运动
海口中学副校长肖晓辉
会拉开序幕，孩子们在家长的
表示，幼儿园的亲子运动会，主
陪同下组成各种方阵，迈着有
要为了给孩子和家长共同娱
力的步伐，喊着响亮的口号，步
乐、共同合作的时间，让孩子体
入运动会场地。
会家长陪伴的乐趣。肖晓辉表
入场仪式后，孩子们和家
示，孩子在幼儿阶段父母对他
长带来的大型团体表演惊艳全
们最大的爱就是陪伴。亲子运
场：篮球舞开场，孩子们拍着篮
动会上几乎每个项目都是家长
球跳起欢快的舞蹈，引来场下
和孩子共同参与的，目的就是
阵阵喝彩；随后由家长和孩子
让孩子和家长在活动中感受乐
组成的表演团队占满了整个操
趣、学习成长。
场，伴随着欢快的歌声，上演了
据介绍，海口中学是以九
一场百人
“亲子秀”
。
年义务教育、高中教育为主体，
整个运动会下来，节目百
并辅以幼儿教育的全日寄宿与
花齐放，一个比一个精彩，孩子
走读双轨并行、
“ 全优化”管理
们玩得开心，家长们也与孩子
形式的学校。海口中学非常重
的感情更进了一步。
视师资和学科建设，
坚持特色化
焦女士在一家公司做 HR， 办学，
突出
“精细化”
管理，
“双管
平时工作比较忙，但是为了这
齐下”，打造“标准﹢创新”高素
次活动，她请了几次假参加彩
质的教师队伍，培养“合格﹢特
排，
“学校组织这次活动很有意
长”全面发展的优生群体，创办
义，我们一定要大力支持。”焦 “规范﹢特色”学生、家长、社会
女士告诉记者，她的孩子今年
满意的海南省一流学校。2017
刚刚上幼儿园，平时陪伴孩子
年海口中学共有考生 538 名，
的时间很少，这次运动会不仅
800 分以上 13 人，700 分以上
给她和孩子搭建了一个亲密的
98 人，
850 分以上高分段学生人
平台，而且也对孩子的成长很
数创历届新高，
再次显示出海南
有益处。
民办教育的强劲势头。

2017第二届海购节12月1日至31日举行，全省3万家企业及商家参与
11 月 13 日，2017 年(第二届)海南国际旅游岛购
物节新闻发布会在海口举行，本届海购节于 2017 年
12 月 1 日至 31 日举行，将组织全省 3 万家企业及商
家，通过一系列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开展为期一个
月的全岛性促销活动，借此推动我省消费平稳增长，
打造海南国际旅游岛购物品牌。同时，由海南日报
报业集团主办、南海网承办的“发现美好新海南”
2017 全国重点网络媒体海南温暖之旅大型主题采访
活动的全国 60 家重点网媒、移动新闻客户端、知名自
媒体的编辑记者及摄影大咖也亲临现场采访报道海
购节发布会盛况，并以此作为全国网媒开启海南中
西部
“温暖之旅”启动仪式。
本届海购节主题为“美好新海南，购物新天堂”，
由省商务厅主办，省旅游委、省公安厅、省工商局、省
质监局、省食品药品监管局、海口市人民政府，各市
县商务主管部门，海航集团有限公司、海南海汽运输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粤海铁路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

联合协办，协助单位有中国农业银行海南分行、中国
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中国联通有限公司海
南分公司。
在当天新闻发布会上，省商务厅市场运行和消
费促进处符俊处长介绍，本届海购节将组织全省 3 万
家企业及商家，推出 20 多场宣传及主题活动，覆盖全
省 18 个市县，呈现欢乐、购物、消费三大特色，打造一
场海南全岛性、全业态、全方位的消费盛宴。据介
绍，本届海购节参与零售企业有 21600 家，餐饮企业
有 7700 家，电商企业达到 1000 家。参与企业及商
家将涵盖零售、家电数码、家居建材、汽车、餐饮、电
商等 11 大行业。据介绍，本届购物节将在 11 月中旬
推出“半价嗨购”、
“ 全年最低价”、
“ 新年拼单”、
“汽
车最低价”四大主题促销活动。同时，还联合了淘
宝、京东、苏宁易购、免税易购、南海网微商城等电
商，打造
“海购节+互联网+购物”平台，海购节期间将
推出近 5600 种特色产品进行网购平台促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