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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救助管理站站长彭
龙生介绍! 省市救助站各有分
工! 省救助站一般解决需要跨
省的流浪人员的救助问题!而
市救助站则一般负责省内"市
内的救助工作# 过去!由于市救
助站无法提供吃住! 经常不得
不在无法为省内市内流浪人员
安排住宿的时候! 将它们送至
省救助站$ 而如今!市救助站有
了宿舍! 这样就能在履行职责
的时候更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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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爱&行动'为主题的南国万人相
亲大会! 这次可是为亲们精心设置了八
大活动哟! 只要你关注总有一项活动会
适合你 $ 八大主题活动中寻缘之
旅(((((寻缘墙万人寻缘可谓是这次相
亲会的重头戏$

寻缘墙是相亲会现场的核心设计!

特意为单身帅哥靓女们准备的$ 每位单
身男女都可通过展示区把自己最美的一
面用文字与图片诠释出来$ 缘分长廊属
于现场的每一位单身男女! 一面贴满了

爱情! 一面画满了幸福$

本届相亲会将通过创新设计和周密
安排! 用精美的布景为广大相亲者搭
建浪漫精致的百米寻缘墙! 届时一定
会让你收获到既实用又愉悦的寻缘体
验$ !!月!"" !#号你就可徘徊在 %寻
缘墙' 前或拍照或记录! 物色合适的
对象$

记得我们的相约哟! 单身的你别再
犹豫了!众里寻他)她*千百度!蓦然回
首!那人就在寻缘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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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下午!以%弘扬雷锋精神!

参与志愿行动!服务质量安全'为主题
的海南省大学生质量安全志愿服务活
动启动仪式在海南大学举行! 海南师
范学院+ 海南医学院同时在校区内开
展参加产品质量安全志愿者服务活
动!参加活动的在校大学生共有&万余
名$ 启动仪式上!第一批共%'&名志愿
者举行了集体宣誓! 标志着海南省大
学生质量安全志愿者活动正式拉开了
帷幕$

海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林盛梁局
长表示! 他希望受聘的大学生质量安
全义务监督员积极投身质量安全志愿
服务工作! 踊跃参加质量监督社会实
践!当好质量风险的情报员"质量监督
的协管员" 质量知识的讲解员和质量
舆论的引导员!弘扬奉献"友爱"互助"

进步的青年志愿者精神! 以实际行动
奉献社会"服务人民$ 林盛梁还表示!

他们将进一步和教育部门" 共青团组
织加强协作! 把更多的优秀学生吸纳
到质量安全志愿服务的队伍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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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切实加强和改
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省文明
办以及全省各市县文明办决定在全
省!$$$所大学"中学"小学共同开展
%未成年人道德讲坛'! 首场于!%日
上午在海南华侨中学开讲! 主讲老
师王海童所讲述的典型案例发人深
醒!很多学生感动流泪!与老师和家
长深情拥抱!表达%珍爱生命!远离
毒品'的决心$

据省文明办负责人介绍! 受社
会不良风气影响! 一些未成年人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严重扭曲!

有的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歧途$ 未
成年人涉毒犯罪已经成为一个严重
的社会问题! 并给国家造成了巨大
经济损失$

%未成年人道德讲坛' 以爱党爱
国教育" 禁毒禁烟教育" 禁黄赌毒教
育"安全教育"感恩教育"文明礼仪教
育"诚信教育"社会公德教育"生态文
明教育"文明上网教育等为主题内容!

以培养未成年人的文明风尚! 塑造未
成年人的高尚品格! 以引导未成年人
遵纪守法"诚实守信"团结友爱"文明
礼貌"积极向上"健康成长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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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岁的王女士
走进了报名办公室!穿着连衣
裙梳着长发的她一点也看不
出是&$多岁的人!身材很好的
她看上去也就($岁左右!用年
轻漂亮来形容不为过$已退休
的她!现在是个侯鸟族!现生
活在琼海$

王女士是北京人!因为喜
欢海南的冬天所以就在琼海
买了房子$退休后的她兴趣爱
好广泛! 喜欢民乐的她闲不
住!就是来到琼海也马上加入
了琼海合唱团并且还是领唱$

王女士不但二胡拉得好!而且
还会弹拨中阮 )古琵琶的一
种*$ 平时她还喜欢运动和旅
游!经常游泳和打乒乓球$

提到理想伴侣!王女士说
一定要身体健康"性格开朗和
有责任心$ 王女士称自己是大
专学历但对伴侣虽没有文凭
的硬性要求!但另一半一定要
是个通情达理"无不良嗜好的
人$ 因为年轻时失败的婚姻就
是对方较粗鲁$ 王女士表示想
找个和自己志趣相投的!两人
能一起运动"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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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万人相亲大会需现场报名!

请记得带上您的身份证 )原件! 做
完登记归还* 和"寸彩照 )一定要竖
版的未过塑的照片! 半身或是全身
的照片均可! 照片需张贴在本人资
料登记表上*! 本次活动不收取任何
费用$ 只要进行报名登记! 都可以
凭入场券入场$

报名地点)海口市金盘路*$号海
南日报新闻大厦一楼 )搭乘!+路"%$

路"!(路"*!路"**路"'%路等线路公
交车均可抵达海南日报社站下车, $

报名时间,上午+时(!!时*$分!

下午!&时(!"时*$分$ 从%$!%年#月
%"日起开始接受报名! 直到活动前
夕$ 为了方便男女嘉宾报名! 报名
点双休日期间也接受报名$

咨询电话,''#!$%%*"''#!$%(%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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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上午!在海口市琼山
区振发横路%#号!海口市救助管理
站站长邓英武终于等来了救助站
综合楼投入使用的日子$这结束了
海口市救助管理站%$年来无独立
办公场所的历史$

!++%年&月! 原海口市收容遣
送所成立!%$$*年#月!日转制为海
口市救助管理所!%$!$年! 又成立
海口市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
心!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年来!海
口市救助站一直没有独立办公场

所!只能借用海口市社会福利院的
场所进行办公$

海口市救助管理站独立办公
场所%$!$年*月开始动工!%$!%年&

月竣工!并于!$月!%日正式投入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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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英武现在担心的是!在救
助工作的细化后!救助站工作人
员工作量加大!会导致一些问题
的发生!%因为要加强对流浪未
成年的保护和救助!矫正他们的
错误观念!接下来我们还要重视
教育!请老师来!并且会联系社
工"志愿者一起来为救助站提供
服务$ '邓英武说!%但是!现在我
们的工作人员不多! 才!$多个
人!我们今后肯定还会遇到很多
方面的困难!需要摸索克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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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英武说! 新的办公场有宿
舍"食堂"警务室"医务室!可以为
流浪乞讨人员和流浪未成年人提
供全面的服务!保障受助未成年人
的生活"教育"管理"返乡和安置
等!使得救助站在功能上更齐全$

新的办公场可以让救助站根
据不同人群进行细化的管理$ %流
浪乞讨人员和流浪未成年人有不
同的特点$ 流浪未成年人需要更多
的照顾$ '分管救助站工作的海口
市民政局副局长张祖强说$

;

$

#$67 <= >? @AB

C

$

#$67 <DE F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