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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都市报9月21日讯（记者
王北）21日，“随手拍车展”晒照
片投票活动，终于开始啦！

海报集团2015年金秋车展落
下帷幕，南瓜妹在车展4天内收到
了许多热心市民传来的随手拍照
片。有高大上的汽车照片，有车展
上可爱的孩子们的照片，还有车展
上最靓丽的风景——车模的照片。

21日起，我们的随手拍活动已
发起投票活动。大家可以给你喜欢
的照片投上宝贵一票，还可动员您
的亲戚朋友，一起来参与投票。

作品得票数最多，将会获得最
具人气奖，奖品是价值3000元的
美裕珍珠项链一条；得票数位居第
二、三名可获得人气优秀奖，奖品

是价值2366元的海悦珍珠项链一
条；得票数第四至八名获得人气鼓
励奖，奖品是价值388元的观澜湖
温泉券一张。

投票时间：9月21日——9月27日

投票方式：扫描二维码关注南国都
市报微信
公 众 号
（ngdsb96
6123） ，
进入每日
推送的新
闻 页 面 ，
点 击 投
票。

南国都市报9月21日讯（记者
吴雅菁）根据中宣部、文化部等5部
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开展以“中国
梦”为主题的文艺创作活动的通
知》要求，省艺校积极开展以“中
国梦”为主题的舞蹈剧目创作排演
活动，结合琼崖革命史，创编排演
革命题材的大型舞剧《秋菊传奇》，
该剧将作为今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70周年暨海南解放65周年献
礼节目，也是今年我省第二届艺术
节的参评剧目，同时将作为参加
2016年在上海举办的中国校园戏剧
节和首届全国艺术职业教育学会艺

术节比赛剧目。
据悉，该剧21日在海南省歌舞

剧院公演，之后将根据需要进行一
轮国内巡演提高，力争使这部重大
题材的主旋律作品能够多演出，产
生应有的社会影响和效应，并积极
准备跨出国门参与国际交流。

该剧从2014年上半年开始策划
创作，经过专家领导对剧本和创意
的反复多次论证和四度易稿，于
2014年 11月 20日开始投排生产，
经过排练场半年多的创作排练

该剧主演A角分别由国家一级
演员、北京舞蹈学院青年舞团的汪

子涵和张姝担任男女主角，
《秋菊传奇》是一部人物传记式

的原创舞剧作品,具有强烈的现实主
义特征和浪漫情怀。刘秋菊是海南
地区家喻户晓的传奇女英雄，舞剧
意在通过“秋菊”的传奇经历，传
递出刘秋菊智勇双全以及那个年代
以秋菊为代表的革命者不屈不挠的
精神，同时表现了“山不藏人，人
藏人”，即群众用生命掩护革命者的
军民鱼水之情。该剧力图站在现代
审美高度，塑造血肉丰满的舞剧形
象，打造一部符合现代受众心理、
具有强烈视听震撼的舞台作品。

南国都市报9月21日讯（记者 石
祖波通讯员黄艳艳陈伟）近日，陵水
黎族自治县整治庸懒散奢贪专项工作
领导小组对今年以来查处的三起违反
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委省政府二十条规
定精神典型问题发出通报，分别对涉
及公款吃喝、违规发放津补贴等顶风
违纪问题的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理。

陵水黎族自治县纪委监察局对本
号初级中学校长、党支部书记汪世军
违规公款吃喝、发放津补贴的违纪问

题，给予汪世军开除党籍、行政撤职
处分，并调离教育系统；

对三才镇农场党支部书记郑竟
光、农场负责人杨建芳违规公款吃喝
问题，给予郑竟光开除党籍、行政撤
职处分，给予杨建芳留党察看一年处
分，并建议三才镇按有关规定免去杨
建芳三才农场负责人职务；

对三才镇乐安村委会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王留跃违规公款吃喝
问题，给予王留跃开除党籍处分。

南国都市报9月21日讯（记者孙学新通讯员
王宇）记者今天从海南廉政网获悉，临高纪委监察
局对临高人民医院财务科科长陈丽桂、副科长兼
主办会计王秀英2人违纪问题进行立案审查。

经查，2015年4月，陈丽桂、王秀英虚开
其他项目的发票用于冲销该医院外出考察学习时
用餐、购买用品等费用7018元，违反了《会计
法》的有关规定。其行为已构成违纪。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有关规
定，经临高纪委常委会研究，决定给予陈丽桂、
王秀英2人党内警告处分，并建议临高人民医院
给予上述2人相应政纪处分。

南国都市报9月21日讯（记者孙学新通讯
员许富）记者今天从海南廉政网获悉，屯昌纪委
对屯昌司法局副局长官宏君、文秘岗主办科员覃
宝楼2人违纪问题进行立案审查，对屯昌公证处
主任张苏陵违纪问题进行立案审查。

2014年11月至2015年7月，官宏君负责屯
昌司法局全面工作期间，违规收受屯昌公证处赞

助款10000元用于发放该局工作人员津贴补贴。
覃宝楼负责收集发票交由屯昌公证处入账。对
此，官宏君负主要领导责任，覃宝楼负直接责
任，其行为均已构成违纪。

张苏陵擅自将屯昌公证处收取的10000元公
证费赞助给屯昌司法局，并将该局提供的发票在
该公证处账户中予以报销。其行为已构成违纪。

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行政
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屯昌纪
委、屯昌监察局审议，决定给予官宏君党内警
告、行政警告处分；给予覃宝楼党内警告、行政
警告处分。相关人员违规领取的补贴已退回并上
缴国库。经屯昌纪委常委会审议，决定给予张苏
陵党内警告处分。

南国都市报9月21日讯（记者孙学新通讯
员王宇）记者今天从海南廉政网获悉，临高纪委
监察局对临高博厚镇博北小学原校长劳国继违纪
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经查，2009年2月至2013年10月，劳国继
未通过学校法定账户，私自管理学校收取的场地
租金和电费55742.4元，并将其中的2888.4元占
为己有。其行为已构成违纪。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有关规
定，经临高纪委常委会研究，决定给予劳国继撤
销党内职务处分，收缴其违纪款项，并建议临高
教育局给予其相应政纪处分。

南国都市报9月21日讯（记者孙学新通讯员
黄云平）记者今天从海南廉政网获悉，文昌市纪委
下发《通报》，对该市未按要求完成任务的符洁
超、彭建军、陈东明3名领导干部进行通报批评。

据通报，文昌市委组织四套班子成员、法检
两长，市委各部门、市直机关与企事业各单位等

领导干部，于8月7日到海南省暨海口市警示教
育基地参加警示教育活动。活动后，要求科级以
上领导干部每人写一篇警示教育观后感，8月30
日前交至文昌纪委。但有3名领导干部没有按照
要求报送警示教育观后感，也未向文昌纪委说明
原因，造成不良影响。

针对此问题，文昌纪委决定，对没有按照要
求报送警示教育观后感的文昌外事侨务办主任符
洁超、文昌物价局局长彭建军、文昌龙楼镇镇长
陈东明3名领导干部进行通报批评，责令符洁
超、彭建军、陈东明在5个工作日内到文昌党风
廉政建设责任制领导小组办公室说明具体原因。

南国都市
报9月 21日讯
（记者 孙学新）
记者今天从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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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证费违规成了赞助费 司法局副局长官宏君、公证处主任张苏陵等3人被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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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被查

大型原创舞剧
《秋菊传奇》首次亮相海口舞台

“随手拍车展”晒照片投票活动开始啦

快投票赢大奖

南国都市报9月21日讯（海南
日报客户端见习记者李萌）9月20日
下午，由海南日报新媒体部主办的

“瓦要上封面”大型活动火爆启动，
报名和投票同时进行。截至今晚10
时，已有近160名萌宝报名，投票
数达3.5万，页面点击数达18万次。

据悉，“瓦要上封面”投票时间
截至11月1日零时前，只要是海南
日报客户端用户6岁以下宝贝，都
可以报名参加活动（超龄儿童家长
亦可凭孩子幼时图片参加活动）。

根据规则，票数最高家庭，将
直接获得 6 份特别大奖： 1.一部
iPhone 6S手机；2.三亚湾红树林度
假世界两天两晚免费入住券；3.萌宝
照片在海南日报客户端开机封面连上

三天；4.乐高教育提供的价值4320元
的乐高两个季度课程包；5.海口Hel-
lo Baby儿童影像馆提供的价值1790
元的儿童摄影套照；6.浣熊baby提供
的价值998元玩具全年套餐。

除此之外，得票数前 30名家
庭，也将获得儿童摄影套照、乐高
课程、浣熊BABY玩具全年套餐等
丰厚奖品。

“哇，奖品好多，有宝宝的赶紧
晒出来吧！”“请为我们家的宝贝投
票哦”“太萌啦，我要告诉闺蜜，让
她家宝宝来参加”……记者在微信
朋友圈、微博上看到不少家长和网
友对“瓦要上封面”活动进行转
发，大家的参与热情持续高涨。

参与活动很简单，只要下载海

南日报客户端，用手机号注册成为
用户，点击“活动”页面，上传提
交您宝贝近期靓照、姓名（昵称）、
年龄、等信息即可完成报名。根据
规则，海南日报客户端用户，一部
手机一天可投3票，关注海南日报
微信公众号，一位手机用户一天可
投一票。如上传照片一段时间后，
报名仍不成功，可通过活动官方邮
箱报名，邮箱地址：hnrbmeng-
bao@163.com。

苹果系统手机用户可直接到
“APP STORE”中搜索“海南日
报”下载安装海南日报客户端；安
卓系统手机用户可到各大手机应用
商店搜索“海南日报”下载安装海
南日报客户端参加活动。

“瓦要上封面”活动掀起“晒娃潮”
上线一天超150名萌宝报名 首日活动页面点击量18万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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