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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防汛重点：偏远小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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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年第一号热带风暴
!艾利"近日在西太平洋出现#今年的!台风
季"已经到来#海南即将进入汛期$ 省!三
防" 办% 省气象局专家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今年汛期内#我省汛情及由此造成的灾
害总体上轻于往年#但由于受!拉尼娜"现
象影响# 仍有相当的概率在局部地区出现
大风%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同时#虽然大中

型水库全面完成除险加固防洪能力大大加
强#但地处偏远的小型水库安全隐患较多%

防汛压力大# 是今年防汛工作中应重点关
注的问题$

省气候中心发布的 !!%$$年汛期气候
预测"显示#今年汛期无论持续的时间%降
水量和热带气旋个数'包括热带低压%热带
风暴%强热带风暴%台风等(都比常年水平
略微偏少# 因而热带气旋和暴雨洪涝灾害

总体轻于往年$

省气象局副局长王玉祥介绍说# 虽然
今年汛期总体降水偏少# 但仍需要高度警
惕极端天气的发生$ 由于去年以来太平洋
上出现的!拉尼娜"现象仍在持续#包括海
南在内的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受其影响#局
部强对流气候可能更加频繁# 极端天气出
现的概率要高于常年# 具体表现为短时局
部大风%强降雨%龙卷风%强热带气旋等#都

具有较大的破坏力# 防汛工作中需要高度
警惕$ 台风也是如此#虽然总体数量偏少#

但出现强风暴雨的可能性也要高于常年$

王玉祥表示# 今年汛期气候形势更为
复杂#上述预测只能是初步展望$ 气象部门
将加强监测和预报工作# 尤其密切监测气
候的异常变化# 建立畅通的预警信息传播
渠道# 一旦预测到极端天气迅速传播相关
信息#实现快速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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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宁市日前召开乡镇换届工作动员大会#正
式拉开 $!个乡镇换届选举工作# 将于今年
$$月底前选出一批政治坚定%能力突出%能够

团结带领农民群众建设新农村的优秀干部$

据介绍# 为了更好地完成此次乡镇换届
选举工作#该市将聘请老干部%党外人士等作
为换届纪律信息监督员#并采取琼剧下乡%知

识竞赛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换届纪律
!五个严禁%十七个不准和五个一律"的内容$

据了解#在此次乡镇换届工作中#该市
将采取科学考核评价方式#提高选人用人的

公信度$ 在确定考察人选时#采取全面科学
分析与民主推荐#注重干部的德才表现和工
作实绩#把充分尊重民意和不简单以票取人
辩证统一起来&在干部考察中#多方面听取
意见#包括听取少数人的意见#同时把换届
考察和年度考核%日常考核结合起来#并以
此推动建立健全干部量化考核指标机制#使
群众的意愿真正地体现在干部选任的结果
上#提高考核评价的科学性%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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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9:;!昨天#省检察院召开座谈会#传
达学习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卫留
成#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保铭等省领导参观
!法治与责任)))全国检察机关惩治和预防
渎职侵权犯罪展览海南巡展"和视察海口市
秀英区检察院派驻永兴检察室时所作的指
示#研究贯彻落实意见#明确了当前和今后
七项重点工作$

会议明确#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省
检察机关要全力以赴抓好七项重点工作*一
是要深化派驻乡镇检察室建设#加强调查研
究和总结提炼#各分市院%基层院要对本院
派驻乡镇检察室进行调研#在一个月内拿出
有质量的调研成果&二是要进一步加大职务
犯罪预防工作力度& 三是狠抓执行办案质
量%效率#切实提高检察执法公信力&四是深

入开展主题教育实践%创先争优和!建设学
习型党组织%创建学习型检察院"活动&五是
加强信息化建设#进一步健全完善!四位一
体"管理和工作运行机制&六是进一步健全
完善岗位目标考核评价体系&七是抓住!十
二五"有利时机#争取支持#把检察基础设施
建设水平推上新台阶$

会议强调#当前#检察机关任务重%工作
量大%涉及面广#全省检察机关要按照统筹
兼顾的原则#以全局视角%系统观念进行通
盘考虑#把查办案件的力度%速度和社会承
受程度相结合# 把满足人民群众的愿望呼
声%解决涉检问题与推进各项检察工作有机
结合起来&把敬业精神与理性%文明%规范执
法的原则有机统一起来#既积极作为又量力
而行%抓住重点$

省检察院检察长马勇霞主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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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副省长林方略在省政府贵宾室会见了意
大利驻广州总领事米儒意$宾主就近年来我省
与意大利交流合作的进展交换了意见$

米儒意于 !""&年 '月起任该职# 此系
米儒意卸任前最后一次访琼$

林方略对几年来米儒意为促进双方交
流合作作出的积极贡献表示感谢# 他表示#

海南正在努力建设成为国际旅游目的地#而

意大利旅游业发达#有许多值得海南学习之
处#双方在邮轮游艇%旅游商业等多个领域
都有广泛合作机会$

米儒意表示#意大利也有着与海南一样
的美丽岛屿#双方在旅游业%文化产业发展
与环境保护等领域都有可取长补短之处#他
愿意继续为促进交流合作而努力#希望有更
多的意大利游客到海南观光度假$

省外事侨务办公室有关负责人会见时在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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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东黎族自治县委组织部获悉# 为加强大学
生村官的管理和支持大学生村官创业# 乐东
日前已成立大学生村官创业俱乐部$

今天上午#记者在位于九所新区管委会
的大学生村官创业俱乐部办公室看到#联络
人正热心地接受大学生村官的咨询#主要涉
及农村政策%创业项目申请情况等$

据了解#乐东目前有大学生村官 !!(名#

做到了每个村委会都有一名大学生村官$ 为
抓好这支大学生村官队伍的建设# 乐东不断
加强村干部的培训和管理#其中成立大学生村
官创业俱乐部是重要措施之一$

乐东大学生村官创业俱乐部是由乐东
县委组织部组建# 大学生村官自行管理的
服务型组织机构# 接受县委组织部的工作
指导和业务监督$ 主要目的是把这批大学

生村官培养和造就成有知识%有能力%有作
为%作风正的优秀基层干部和杰出代表#帮
助和扶持大学生村官创业# 使其成为立业
在村%富业为村%富民富村的新型农村建设
者$

创业俱乐部主要接收在乐东任职和未
来几年即将来乐东任职的大学生村官为会
员# 同时也接收其他有意愿来乐东任职村
官的在校大学生作为成员$ 成员有要求帮

助解决工作困难% 申报创业项目并获得资
金扶持等权利$

据了解# 大学生村官创业俱乐部将陆
续举办创业%金融服务等培训和组织创业%

文化!村务管理"%!创先争优"等主题的论
坛活动$ 同时#俱乐部将研究确定具有符合
本地区实际的大学生村官创业模式和融资
方式# 为大学生村官创业提供良好环境和
稳定有效的机制$ 如同公司企业合作#建立
大学生村官小型创业项目示范试点# 联合
银行% 信用社等金融部门研究和设计大学
生村官创业项目的融资方案和金融产品#

通过帮助和扶持大学生村官创业# 带动农
村发展#增加农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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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价每斤 #)*元#最低价每斤 %)'元$ 近期#

岛内香蕉价格明显下滑# 岛内香蕉今天收购
均价每斤约 %)+元$省农业厅和香蕉主产区市
县紧急行动#采取多项措施引导香蕉产销$

岛内香蕉今年刚上市时#收购价格特别
好#均价每斤近 *元$ '月中旬#受多重因素
影响#价格开始下滑#最低跌至每斤 %)&元$,

月初# 香蕉价格又回升# 最高每斤达到 #)+

元$但近期#香蕉价格又出现下滑$据省农业

厅今天的市场监测#乐东%三亚等琼南的香
蕉#最高收购价每斤 #)*元#最低收购价每斤
%)(元&澄迈%临高等琼北的香蕉#最高收购
价每斤 %)-元#最低收购价每斤 %)'元$

!香蕉价格这次下滑#主要原因是各地
叠加上市造成的$ "省农业厅市场处处长张
健分析#正常年份#进入 ,月份#海南春季香
蕉上市接近尾声& 而今年进入 ,月中旬#春
季香蕉上市才进入高峰$ 造成这种情况#是
受年初持续低温影响#香蕉生长缓慢上市后

移#而进入 '月份后#全岛气温快速回升#南
部与北部的香蕉收获期叠加#上市量过于集
中$南部价格好于北部#主要原因是#南部香
蕉种植比较集中%管理水平较高#北部香蕉
种植比较分散%管理水平较低$

香蕉叠加上市效应不仅仅表现在岛
内$ 据分析#岛内香蕉价格下滑#前期还受
到缅甸香蕉上市高峰的冲击# 近期又受到
广东的徐闻香蕉开始上市的影响$

岛内香蕉收购价下滑明显# 但岛外市

场香蕉行情还不错$ 据省农业厅驻各重点
城市农产品流通办事处反映# 今天各地香
蕉批发均价每斤在 !元左右# 如北京新发
地市场 !)#元#上海江桥市场 #)-元$

针对香蕉收购价下滑# 有关部门和香
蕉主产区市县纷纷行动起来$ 省农业厅将
邀请岛外香蕉运销商来海南实地考察#要
求驻岛外 !# 个农产品流通办事处对香蕉
行情每日一报& 乐东黎族自治县将组织香
蕉种植大户赴西安等地开展促销活动&昌
江黎族自治县紧急培训砍蕉%挑蕉%装蕉工
人& 省香蕉协会组织香蕉种植大户到岛外
集中招聘熟练工人$

目前#全省香蕉已出岛 +,万吨#日出岛
量已连续多天超过 #)(万吨$未来几天#香蕉
日出岛量还可能放大#有望达到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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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是我省 !%## 年中招网上填报志愿第一
天$ 记者从我省多所初中了解到#为防止
网络塞车#各学校分时段组织报名$ 省中
招办提醒#本次填报志愿时间截止到 , 月
!, 日 #! 时# 广大考生不要扎堆到最后一
天报名$

省中招办介绍说#我省有 #!个市县'单
位(允许其公办普通高中学校的正取生计划
招收学籍在当地#但户籍不在当地的本省籍
的考生$ 这 #!个市县'单位(分别是*三亚%

文昌%定安%澄迈%东方%昌江%洋浦%乐东%白
沙%琼海%五指山%屯昌$其中#三亚的各学校
在招生名额上有一定限制$

上述考生可以选择以学籍地或户籍
地的身份填报志愿#但只能选择一个身份
'二选一($ 考生在网上填报志愿时#应首
先作出选择#是以学籍地考生身份还是以
户籍地考生身份报志愿#选择确认后才能

填报志愿$

考生一旦选择户籍地身份报志愿#所有
批次能够填报的志愿#都和学籍在户籍地的
考生相同$ 如果所报志愿为海南中学%海南
侨中% 海师附中和省农垦中学定点到市县
'单位( 的正取生指标和户籍所在市县公办
普通高中学校正取生#必须在报志愿结束一
周后拿户口簿等材料到户籍所在市县 '单
位(中招办复核$

考生一旦选择了学籍地身份报志愿#所有
批次能够填报的志愿# 都和学籍地户籍考生相
同#但海南中学%海南侨中%海师附中和省农垦
中学定点到市县'单位(的正取生指标将不能填
报$

值得注意的是#海口%儋州%万宁%临高%

陵水%保亭%琼中等 &市县#不允许其公办普
通高中学校的正取生计划招收学籍在当地#

但户籍不在当地的本省籍考生$考生只能以
户籍地身份填报志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