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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 日至 "#

日!海南首届藏獒文化及藏獒展将在海南
花卉大世界琼洲文化风情街举行!该活动
将向海口市民免费开放!一批价值不菲的
藏獒也将现身展会!个别藏獒身价甚至达
到千万元"

藏獒是一种高大威猛的牧犬和护卫
犬! 是世界动物种质资源库中一个独特
的种群!是高原牧民的忠实伙伴!有#中
国神犬$之美誉!深受藏民的喜爱%在&马
可'波罗游记(中!藏獒还被称为#西藏神
兽$%

本次展会由海南花卉大世界琼洲文
化风情街和西藏自治区藏獒协会联合
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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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山镇一位副镇长对记者说!维稳风险
评估介入重点项目以推进工作是值得借鉴
和推广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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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天! 美兰区流水坡村里喜事连
连)**一家环境优美的羊餐馆刚刚热闹开
张!村里的小农贸市场建设也在抓紧收尾+

流水坡村经济社主任郑良义高兴地告诉
记者! 这两个项目都是利用村里的集体企业
留用地引资建设的" ,有了集体企业留用地!

就能够发展集体经济!村民就有了依靠- $

李杰认为!当前,征地难$难在两点!一是
征地补偿价格与土地拍卖价格有着巨大的差
价!二是农民担心失地后生活.生产无法得到
保障% 因此!美兰区在推进,#*+工程$项目征
地工作中!始终坚持,民本为先$原则%

除了政策安排的土地征用款和 ,###多
万元的帮扶款外!更重要的是!美兰区还千
方百计协调有关职能部门!为失地较多的流
水坡.大洋田.吴宅等村庄都预留安排了一
定数量的集体企业留用地%

在吴宅村的留用地背后!还有着一个人
性化的小故事% 原本这 "#亩地是美兰区检
察院的征用地!但经过工作组的协调!该院
被吴宅村为,#*+工程$项目作出的贡献所感
动! 便毫不犹豫地将该块土地退还给吴宅
村!作为该村集体留用地%

据了解!这些村集体企业留用地可通过
自主经营.联营.合作.租赁等方式开发使
用!发展村集体经济!解决被征地村庄农民
的长远生产生活出路问题%

此外!美兰区对被征地村庄符合低保政
策的人员做到,应保尽保$% 同时!在农民购
买养老保险方面! 美兰区作出公开承诺/只
要海口市相关政策和标准出台!将优先为项

目失地的农民办理养老保险事宜%这些民生
优先的措施极大地促进了项目征地工作的
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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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月 ""日."!日和 "+日!美兰区对
,#*+工程$ 项目用地范围内的建筑物进行了
拆除% 近日!记者来到灵山镇大洋田.田仔.吴
宅等村!看到,#*+工程$项目用地周围都砌起
了围墙% 而在大洋田村被征田地的围墙外侧!

却留下了一条土路便道% 这是为什么呢0

村民告诉记者!原来这条路是村民日常出
行的便道!本也属于征用范围!但为了保证村
民的便利出行!,#*+工程$指挥部同意在规划
路未建好之前!该便道仍留给村民使用%此外!

区里还投入 "+万元修复了灌溉沟和便道%

有拆有建!先建后拆12这些从村民实
际利益出发的举措令征地农民们在拆迁之
外!看到了家乡土地未来的新变化!令拆迁
氛围更加和谐了+

在吴宅村!该村的唯一饮用水源仍保存
在被征地范围内!村民每日正常使用3在流
水坡村!政府花 (#万元建好新水井!同时修
复了村里的出行便道22据了解!目前美兰
区正投入 "#万元修建吴宅. 大洋田等村庄
的新水井+

此外!,#*+工程$ 项目用地范围内有许
多坟墓!美兰区特别征用 !亩土地!专门安置
征地村庄的坟墓!并对迁坟给予一定的补助+

不论是拆除用地范围内的建筑物! 还是海边
的虾塘!美兰区都按标准及时拨付补偿款!对
主动配合的户主!区里还给予垃圾清理费用+

在采访的最后!大洋田村村民吴健笑着
对记者说/,安排集体企业留用地.改善生产
生活条件.帮村民建设新家园都是政府诚心
诚意给咱们办的实事.好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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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海人陈某乘坐摩的到达目的地后!却
发现装有 "万多元现金和身份证等一些重
要证件.票据的手提包不见了!而 (个多小
时后他还要乘飞机赶往深圳+正当陈某一筹
莫展时!摩的司机在苦苦寻找后将陈某的失
物送还+ 而这名摩的司机家境并不宽裕+

!

%

(

!5

)#MV)"$

67

<"

!

'()*+# ,-./012345

6789:#;<=>?@ABCD$./0

1E/%FG&6HI9:#;<=>JKL

MN' O=./PQRSTUVWXYZ6

[6\]9:#R'^)6_`#Oabcd

e(fg6hi# Oa.jkElmnop

qC6rs'tu#vwxyz6{#|}~

�������[6R����C����

��#����/����6Nq6'

��#��(��(��� 6¡¢£

¤#�¥�x¦§¨�©6*ª£^#�«

¬®d#¯°±²³´c.xqc�Nµ

¶¶··�'¸=#PQ6RS[6\]¹

xµ+zº»# �Oa¼½jY�6¾¿

À#ÁÂÃÄ#ÅÆÇ�ÃÄ6ÈÉÊ'

®ËRÌ9ÍÎ�ÏÐ6ÈÑ#Ò"x

Óc|n�ÔÀ��ÕNÖ6(×ØÙ)#Ú

:ÛÜÖRÝÞß�àY�>1áâ#¸=

ÕãÞäåæçèéêëìíÖîïðÞ

6ñò¹ÈÑ�°(óô#õµeösÞ÷

ðøÎ�ÏÐ.ù|úûüý6Yþÿ'

!"�#�ù|'Ú$%";&«PQ

6RS[6\]'�<()*6ù|**�

+�Ö()*6ù|#¸=,j-.§¨;

©£/0:# %"12aÈ3o>Ì45

6*0Í×Ø6ÿ6'

R7ÿ6#=Î�ÏÐ®.YZ;89

;:;#sÍ<6=ä>ÿkE£6ÿ6$R

7ÿ6#=Î�ÏÐ®.?»;Ñ@;ÃA#

sÍ<6NµBC«¬C 6ÿ6'R7"

D6ÿ6#,-�EF6GmHIcJK#¸

='LMN#O'ÿ6PaQqRS$R7"

D6ÿ6#,-�TU6YZHIcVW#¸

=XYMZ#'O"DPa[Ñ\]'

�R7ÿ6®^#_ÈÑ#õµ`aÖ

bc6×Ø64d$�R7ÿ6®^#_e

f#õµ`ghÖiOg6HBéjk¬$�

R7ÿ6®^#_45#õµ`lnmçnÎ

�6op$�R7ÿ6®^#_pq#õµ`

}rstuvZcwxyz*w�{|+

56789:;<6=

WXYZMNW[\]^_`abcde>

!"MN

%

(

!5

)# !}"~æ"东
环铁路海口东站出站口右侧的出租车候客
通道今天上午投入使用! 有望缓解乘客打
车难!候车无序的状况+

去年底!东环铁路海口东站投入使用+随
着人流.车流大量聚集!该路段的交通拥堵情
况也日益严重! 引起了海口市交通局的高度
重视!并不断采取措施加以改进+从 %月 "日

起! 该局运管处在东站设立了运政执勤点!*

名工作人员轮流值班维持东站的营运秩序+

今天投入使用的东环铁路海口东站出
租车通道位于海口东站站前路最南端!分
为出租车下客和候客两个通道+ 进入东站
的出租车必须驶入出租车下客候客通道后
才能送客和接客+

记者今天在出租车候客通道现场发

现!一旦有动车到达海口东站!旅客大量出
站!打车时段集中!容易发生拥挤现象+针
对这一问题! 海口市交通局运管处有关负
责人表示!未来一周内!运管处将在出租车
候车区域规划建立蛇形通道! 并且针对旅
客大多数携带行李的特点! 计划将通道适
当加宽!保证排队候车秩序+天气转热后!

还将在此区域搭建遮阳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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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 通讯员 ��B ë2�

,你们都是我的恩人!帮助我从看守所里
走出来-$昨天下午!%%岁的广西籍农民工凌
某拿着一面锦旗和一封字迹工整的感谢信来
到了海口市检察院+去年!他因非法储存爆炸
物罪获刑 "#年!但在该院派驻看守所检察室
的帮助下!凌某成功上诉并获得改判+

去年 (月! 海口市公安部门在对海口
市琼山区甲子镇九尾岭采石场进行检查

时! 发现采石工凌某所居住的工棚内储有
导火索 ,,#米.黑火药半公斤多!于是对涉
嫌非法藏匿爆炸物品的凌某实施了刑事拘
留!并于 %月将其正式逮捕+去年 +月!凌
某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 "#年+

接到一审判决书后! 凌某想到自己无
依无靠的妻儿和漫长难熬的刑期! 万念俱
灰!产生了轻生的念头+

凌某的异常表现被海口市第二看守所
民警发现后! 很快报告给了海口市检察院
派驻第二看守所检察室的工作人员+ 检察
官们通过细致谈话和研究案情之后! 认为
此案判决存在运用法律不当. 量刑过重等
问题!建议凌某依法提起上诉!并向海口市
检察院汇报了情况+

,检察官把相关的法律条文复印好!亲自
拿给我看!让我心里一下子就有了希望!好像
重新看到了光明-$凌某感动地对记者说+

上诉后!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于去年
""月撤销原判!发回琼山区人民法院重审+

今年 (月 ,-日! 重审判决凌某有期徒刑 (

年.缓刑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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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下午!以,我向世界表达中国)))说服
就是力量!激情成就梦想$为主题的 ,#""

年中央电视台,希望之星$英语风采大赛首
届海南赛区选拔赛活动启动仪式在海南中
学举行! 我省赛区将于 !月至 '月举行初
赛.复赛和决赛+

大赛自 ,###年起每年举办一届!,#"#

年全国参赛人数超过 "+#万+

坐着专车打短工 保亭农民喜增收
%月 ,#日上午! 黎族农民黄进洪吃完

早餐后便和同伴一起进入芒果园! 对采摘
后的芒果树进行修枝整形! 培养合理的树
体形状和树冠结构!以期果树丰产增收+

黄进洪是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新政镇
番根村黎族农民+近年来!他一直利用农闲
时节到三亚林旺等地打短工!既增加家庭收
入!又掌握了农业种植实用技术!一举两得+

三道镇什印村黎族妇女黄丽琼前段时
间和村里人到三亚田独采摘芒果! 现在又

转回镇内的果园打短工+农闲时的她们!也
时不时地外出打些短工+

像黄进洪.黄丽琼一样!保亭外出打散
工的农民不在少数+ 县农业局统计数字显
示!每年的 ,月至 !月!到陵水的英州.新
村!三亚的海棠湾.林旺及南田等周边地区
以及县内打短工的保亭农民! 少则 (###

人!多则 !###余人+他们主要从事建筑.瓜
菜.水果的种植管理.采摘包装和果树修枝
整型等!日务工收入达 "##元左右+

据了解!近年来!我省南部地区水果.

瓜菜等产业的兴起!为农民就近.就地打工
创造了有利条件+每年 ,月至 !月的水果.

瓜菜收获季节!与保亭相邻的陵水.三亚都
出现季节性,用工荒$!急需大量的采摘工
和包装搬运工! 雇主纷纷到保亭农村招农
民打短工+ 一些雇主为了招到足够的农民
工!还派出专车到村里每天负责接送+

在三道镇首弓村! 村委会还以村小组
为单位!由各村小组组长或副组长带队!组

织村民统一乘车到三亚田独. 海棠湾打散
工!不但解决了农民打工增收的问题!又确
保了大家的出行安全+

既可以照顾家庭!兼顾农活!又可以确
保家庭的经济收入!这样的打工方式深受当
地农民的欢迎+今年春节过后!在保亭通往
陵水.三亚周边地区的道路上!每天早.晚都
是车水马龙!打短工的保亭农民笑声不断+

本报记者 ��× 特约记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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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ë��"东方市今天继续组织各
方力量!全力搜寻在,%'"+$沉船事件中失踪
的渔民+上午 *时 !(分!搜救人员在事发海
域找到一具符姓女子尸体!经确认其为此次
沉船事件中的失踪人员之一!目前遇难人员
已增加至 %名!尚有 (名失踪人员未找到+

今天凌晨 !时许! 东方市板桥镇委.镇
政府和利章村继续组织有经验的渔民组成
搜救队!组织 *#艘渔船进行海上搜救!同时
请求省搜救中心派出直升机参加搜救! 调配
八所海上搜救分中心出动海巡 "+"#轮和八
所港 "艘拖轮及 ,艘市渔政船! 并请求乐东
海洋渔业部门从岭头渔港出动 %艘大渔船参
加搜救+ 东方市海洋与渔业局还通过北斗通

信系统向乐东.昌江.三亚市海域作业渔船发
出协助搜救信号+

为确保搜救工作顺利进行! 东方市委书
记宋泽江多次指示职能部门和镇村两级组织
全力投入!机关部门强化保障工作+东方市市
长吉明江主持召开现场办公会! 部署搜救及
善后工作+该市还组织流动补给车!继续对参
加搜救的船只进行加油! 并提供矿泉水和食
物+ 中国移动海南公司支援 "部应急通信车
到利章村!为海上搜救工作提供通信保障+

上午 *时 !(分! 搜救人员在事发海域
将裹在渔网里的一具符姓女子尸体打捞上
来!但其他 (名失踪渔民仍未找到+东方市
副市长石庭芳表示!搜救工作明天还将继续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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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W�" 今天! 在海口港集装箱码
头!一辆,新南泰 --$集装箱船满载着海南
的瓜果菜缓缓起航!,海口)南沙精品快
航$集装箱航线正式运营!为海南搭建了一
条准班准点.安全放心.节省便利的直达快
速海运航线+

,海口)南沙精品快航$是由中海集运
与海口港共同合作打造的水上直达快速航
线+ 该航线前期投入 ,艘万吨级集装箱船
舶!两天一班!在海口定点 -/##开船!次日
,#/##抵达广东南沙港靠泊! 再从南沙港
中转辐射全国沿海各港口+

,该航线主要特点是实行定点开!按时
到! 这也是目前海南第一条定班运营的集
装箱航线!今后还将根据需要开通天天班!

进行每天一班定班运营!通过直达快航!整
合现有物流资源以降低物流成本! 减少运
输时间!解决集装箱船滞港时间长的问题!

给客户提供更优质的运输服务+$中海集运
海南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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