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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胜时刻》9 月 20 日上映
作为庆祝新
中 国 成 立 70 周
年的献礼之作，
电影《决胜时刻》
带领观众重回新
中国成立前夕中
共中央在香山度
过的那段关乎民
族命运的不寻常
岁 月 ，艺 术 再 现
党中央在香山运
筹帷幄、共商大计，筹备新中国成立的历史。
近日，该片举行“峥嵘岁月 同心同力”新闻发
布会宣布，电影将于 9 月 12 日开始点映并接受
各界团体包场，20 日全线上映。
电影《决胜时刻》由黄建新监制导演，宁海
强共同导演，张和平担任艺术总监，何冀平执
笔编剧，邵丹担任摄影指导，霍廷霄担任美术
指导，
唐国强、刘劲、林永健等出演。
在《决胜时刻》中，曾多次饰演毛泽东、朱
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的特型演员齐齐回
归，用几十年刻画领袖人物的经验，还原出一
代领袖在香山时期的精神风范和情感世界。
电影中以毛泽东为首的拥有崇高理想的领袖
人物，以及陈有富、孟予等历史洪流中奋力向
前的普通一兵，共同构成了共和国的宝贵精
神。
（据北京晚报）

H 行业
“金牌月嫂”免费培训
全省招 120 人
记者 10 日获悉由海南省总工会主办，海
南省工会职工培训中心和海南省妇女儿童医
学中心联合举办的海南工会 2019 年“精准培
训、助力扶贫”免费高级母婴护理（产后康复）
职业技能培训班将于 9 月中旬举办，现面向全
省招生 120 人。
培训对象为女性，包括农民工、下岗职工、
困难职工及其直系亲属、
贫困户、
城镇失业人员；
年龄50周岁以下，
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
身体健
康，
已取得育婴员（初级）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有意报名者可带上户口本、身份证复印
件、近期免冠 2 寸白底彩色相片 4 张、育婴员
（初级）职业资格证书及省工会职工培训中心
结业证书复印件各 1 份等材料报名。
报名地点：
海南省工会职工培训中心六楼
教室（地址：
海口市美兰区东湖南路1号，
海医第
二附院东湖院区后门）。联系电话：李老师：
13337642790；
黎老师：
18789864810。报名时
间：
2019年9月16日至17日。 （记者 王洪旭）

海南举办家政服务业诚信体系建设促进会

违规家政从业人员
将被纳入黑名单
10 日上午，由省服务贸易促进局、省妇
联、海口市商务局指导，海南省家庭服务业协
会主办的海南家政服务业诚信体系建设促进
会暨培训会在海口举行。
据海南省家庭服务业协会会长林少莉介
绍，随着海南省家政服务业信用平台的建立，
但凡家政从业人员有违规现象，将纳入黑名
单，并在平台上公示。这样进一步解决了家政
企业发展中对价不对标、私下接单、管理缺失
等瓶颈问题。
（记者 党朝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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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公交部分分段线路扫码支付可“自选票价”

手机支付无需再反复刷码
10 日，
记者从海口公交集团获悉，
即日起海口部分公
交线路将启用
“自选票价”
功能，
乘客乘坐分段线路时，
使
用手机扫码支付可以一次搞定，
不用反复刷二维码。
据了解，现在乘客每次刷码只能支付一元，在分段
收费的公交线路上，经常出现乘客需多次扫码支付的情
况，这不仅给乘客支付增添了麻烦，在高峰时段也增加
了乘客在车门的拥堵。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海口公交集
团在其开发的“海口公交”小程序上增加了“自选票价”

X 消费

功能，乘客选择车费后，刷码一次便完成支付。
目前可使用“自选票价”功能的线路，暂时只有海口
的 201 路、207 路、214 路、215 路、218 路、219 路、59 路和
86 路，其他的线路也会陆续开通。
使用该功能的操作不难，首先需要用微信搜索“海
口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小程序，打开小程序后点
击“乘车”图标，会弹出相应窗口，根据其提示进行操作
即可。
（记者 王小畅）

X 休闲

海口乐购嘉年华“惠”本月起举行

海口发展夜间经济

线上线下均有购物优惠促销
记者从10日上午召开的海口乐购嘉年华
“惠”
信息发布
会上了解到，
为助力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
切实拉动
和促进海口新型消费，
海口将于9月至11月举办海口乐购嘉
年华，
以
“海洋+时尚+电商+消费”
为主线，
涵盖嗨购国际免
税、
网上购物、
绿色消费、
商圈折扣、
特色美食、
活动会展等板
块，
打造约海口、
品美食、
享生活、购全球的海口国际消费理
念，
全面呈现海口活力、
时尚、
国际的城市气质及海口购物新
品牌。
据介绍，海口乐购嘉年华推出 Yummy 海口、Shopping 海口、Fashion 海口等消费内容。其中，
“Yummy 海
口”
以发掘海口内涵独特、底蕴深厚的饮食文化，传承和创
新海口美食技艺为出发点，推出 2019 海口（国际）食尚美
食消费季、嗨翻夜海口等系列美食活动；
“Shopping 海
口”则充分利用“互联网+”和“消费+”，举办嗨购国际免
税、超级品牌日、海口最受消费者欢迎品牌评选等活动，整
合各大线上营销资源，以及免税店、各大型商业综合体等，
发布最直接的优惠，满足市民游客时尚、绿色、个性消费需
求；
“Fashion 海口”以海洋、时尚为主题，探索海口商业、
旅游、文体的融合发展与消费型经济发展的新路径，丰富
消费产品，助力打造海口国际型海洋娱乐消费目的地与时
尚消费地。
总体而言，本次活动将联动全城各大商场、商业品牌、
消费种类等，共同推出线上线下购物优惠活动，共同促进
海口消费升级。
（记者 王子遥）

卫生死角将变身
“休闲广场夜市”
近年来，海口全力推动夜间经济发展，
打造了海垦花园夜市、金盘夜市等，发挥夜
市经济对消费的拉动作用。10 日，记者获
悉，紧邻海口高铁东站的城西镇丁村将建设
一座具有便民观光花园夜市功能的“星耀丁
村休闲广场夜市”。
经了解，
这座正在建设中的夜市地处城乡
结合部，
是一块闲置多年的空地和一栋半拉子
楼，
由于长期无人管理，
成了脏乱差的卫生死
角。在海口推进
“城市更新”
过程中，
丁村在海
口市商务局、城西镇政府等部门的支持下，
引
进海南鑫艺丰农资贸易有限公司对该卫生死
角进行彻底整治，
新建一座休闲广场夜市。
“目前已投入 1000 多万元，将夜市打造
成服务当地居民的便民点、增加居民就业和
收入的利民点、吸引游客体验美食的旅游
点。”
据该公司总经理陈鑫涛介绍。
据了解，星耀丁村休闲广场夜市占地
28.6 亩，建筑面积 7986 平方米，除建设各类
特色美食、文艺演出、老爸茶坊等摊位、档口
200 多个外，还将建设供周边市民、儿童休
闲玩乐的游乐场所，可为社区提供近 1000
个就业岗位。
（记者 王洪旭）

G 公益
万宁“你读书，我买单”活动启动

每位读者可任选 100 元图书
10 日，记者从万宁市委宣传部了解到，万宁市 9 月 1
日起已启动“你读书，我买单”活动，只要是持海南本地
居民身份证或海南社保卡，并已办理海南省公共图书馆
或万宁市图书馆借阅证的读者，可通过线上线下任选
100 元以内的新书，
阅读完毕后归还至约定图书馆即可。
读者办证分为线上办证和线下办证。读者凭身份
证或社保卡，可选择办理不同类型的读者证：1. 正式读者
证：在万宁市图书馆办理，需缴纳 100 元押金办证；如读
者在办理正式读者证后无需再使用该证，则可到市图书
馆办理退还证件及押金。2. 临时读者证：在万宁市新华

海南希望工程名师（家）公益课堂进校园

书店柜台、凤凰九里书屋、五味书屋办理，或关注微信公
众号“书香海南”按照操作流程办理，仅限参加“你读书，
我买单”
活动。还书后可原路申请退还押金。
据了解，活动至 12 月 31 日结束。活动期间，符合资
格的读者可到万宁市新华书店、凤凰九里书屋、五味书
屋现场选书，也可在微信线上选书，线上选书需关注“书
香海南”微信公众号，进入“你读书，我买单”网上活动平
台，按平台引导流程进行选购图书，快递送书上门。每
位读者任选 100 元以内的新书，所选图书须于 60 天内归
还至约定的图书馆。
（记者 陈康 通讯员 梁振玮）

“月亮姐姐”首场音乐课堂走进儋州

9 月 10 日教师节，
由共青团海南省委主办，
共青团儋
州市委、
儋州市教育局共同承办的
“乡村振兴•教育先行”
海南希望工程名师（家）公益课堂进校园——
“月亮姐姐”
首场音乐课堂在儋州市大成镇中心学校正式开课。
邀请著名央视少儿频道主持人
“月亮姐姐”
走进乡村
学校开设音乐课堂，
充分体现了儋州市委、市政府对教育
扶贫工作的关心、
重视和支持。儋州市在 2019 年春季，
发

放教育扶贫补助 1785.895 万元，儋州市希望工程共筹集
社会教育扶贫善款 229 万，
用于扶助贫困家庭孩子上学。
课堂上，
“月亮姐姐”以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为主
题，将音乐艺术与思想教育巧妙融合在一起，为孩子们
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音乐课。主办
方将把“月亮姐姐”音乐讲堂全程刻录光盘，免费赠送给
全省希望小学。
（记者 梁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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