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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今天!记者
从定安县文体局获悉!定安已提前完成了全
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实地调查阶段工作和信
息资料整理的任务! 登记不可移动文物 !"#

处!其中新发现 !$%处!复查 &%处"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从 '$$%年开
始"自 ($$%年 )月起!定安县两个普查队就
深入全县 *+个乡镇!认真做好实地调查!并
对重要文物点进行认真测量#定位#拍照!做
到每个文物点准确不漏"

据定安县博物馆馆长苏逊介绍!此次普

查全县共完成调查 !$个镇!!!)个行政村!

%&&个自然村庄!实地调查覆盖率达 !$$,!

调查登记不可移动文物 !"&处!其中新发现
!+%处!复查 &%处$含古建筑 !+)处!古遗址
!%处!墓葬 ()处!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建
筑 (%处%!消失文物 !)处"

据了解!目前定安县正着手编制修复设
计方案!加强对明代县衙房屋#定安文庙等
一批具有较高研究价值的文物点的维修保
护" 另外!名人故居#见龙塔#文笔峰#古城#

母瑞山纪念园等文物已完成周边环境的绿
化!这些文物点将成为定安旅游的新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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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晚上! 由上海芭蕾舞团带来的芭蕾
舞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拉开了海口市
迎国庆系列文艺演出的序幕! 该舞剧将
连续两天在海口市人大会堂上演" 记者
今天从海口市文体局获悉! 该局将在国
庆前后为椰城市民奉上(欢乐海口)扬歌
有约*全民通俗歌曲大奖赛#(欢乐海口)
舞动椰城*社区舞蹈大赛#广场文艺演出
等 !( 大项文化活动!以丰富市民的国庆
文化娱乐生活"

据海口文体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的
海口国庆文化活动安排特别突出互动性#参
与性和公益性! 除了商业精品演出活动!其
他活动均面向城乡居民采取开放式免费参

加"国庆期间的 !(大项活动包括+上海芭蕾
舞团芭蕾舞剧 &梁山伯与祝英台'# 辛亥名
人,,,海南石刻遗墨展#第三届(欢乐海口)
舞动椰城* 社区舞蹈大赛决赛暨颁奖仪式#

武汉人民剧院话剧&跟我的前妻谈恋爱'#庆
国庆(欢乐海口)扬歌有约*走进乡村活动#

海口市庆祝新中国成立 &(周年广场文艺演
出#国庆群众大游园#(欢乐海口)扬歌有约*

歌会# 庆祝新中国成立 &(周年爱国主义电
影周活动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庆祝新中国成立 &(

周年爱国主义电影周活动从 -月 .$日至 *$

月 &日!每天晚上 %时分别在万绿园#白沙
门公园# 人民公园等城市公园免费放映!欢
迎市民届时前往观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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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9 " 记者今天从临高县委获
悉!($**年北部湾首届渔歌节暨临高第五
届渔民节将于 *$月下旬举行" 本届渔民
节期间!将启动(寻找北部湾原生态渔歌
歌王歌后*评选活动!歌王歌后将各获得
*万元奖金"

临高是(中国民间艺术之乡*!也是闻
名遐迩的(鱼米之乡*!渔家文化源远流长"

已连续成功举办四届的渔民节已经引起岛
内外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和广泛参与!与
往年不同的是! 今年的渔民节将更加突出
群众参与性! 一场全新的真人秀活动,,,

(寻找北部湾原生态渔歌歌王歌后*将为渔
民节增添新亮点"

记者了解到!(寻找北部湾原生态渔
歌歌王歌后* 评选活动于 -月 *-日正式
启动!将在海南全省和北部湾地区!寻找
原生态渔歌歌王歌后!通过歌王歌后的评
选!来宣传当地文化特色#民俗风情以及
旅游景点"

凡北部湾地区能唱渔歌且具有一定
表演水平的男女均可报名!年龄不限" 报
名时间为 - 月 *- 日至 *$ 月 *$ 日-具体

报名方式+可拨打电话 $%-%/&&%!+%!)报
名!或登陆南海网$0001234506174%专题
页面报名"

据了解! 由于此次评选活动覆盖北
部湾!组委会为了方便广大渔民比赛!结
合网络无地域限制优势! 采取网络海选
的方式!选手在报名时!可将渔歌歌词上
传至南海网(寻找渔歌歌王歌后*专题页
面!或者上传演唱音频#视频!组委会将

综合歌手的资料! 由专业评委评选出十
二强进入决赛"

!$ 月中旬将举行 (渔歌歌王歌后评
选* 总决赛晚会! 由专业评委最终评选出
(北部湾原生态渔歌歌王歌后*" 本次评选
活动设立了高额的奖金! 其中渔歌歌王歌
后各 !名! 奖金各 !$$$$元- 二等奖 8名
$男女各 ( 名%!奖金各 )$$$ 元-三等奖 &

名$男女各 .名%!奖金各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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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市竞争性选拔 )名科级领导干部的笔试
在市委礼堂开考!每个选拔职位与笔试人数
按不低于 !9!$的比例进行!近百名干部通过
资格审查参加笔试"这是记者从东方市委组
织部了解到的"

近期!东方市面向全市行政#事业单位
在编在岗符合条件的干部发布竞争性选拔
科级领导干部公告后!在当地引起了广泛关
注!全市广大干部报名踊跃" 此次面向全市
竞争性选拔的职务包括市卫生局局长#市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市海洋与渔业局
副局长#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市交通运输
局副局长等 )个领导岗位!其中交通局副局
长岗位有 (8人参加笔试" 选拔工作按发布
公告#组织报名#资格审查#笔试面试#差额
考察#差额票决#公示任职等七道程序进行"

据介绍!此次选拔中!东方市在政策允
许范围内! 把同等条件下具有相关专业知
识#相关工作经历或基层工作经历者优先作
为报名的基本条件!体现了东方市委在选人
用人上注重人岗相适导向# 注重能力导向#

注重基层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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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A 特约记者 BCD

户户是作坊!人人有技艺" 今天上午!

海南日报记者走进儋州市木棠镇铁匠村
委会铁匠村!嗡嗡作响的小型加工机械声
不绝于耳" 这是一个在儋州有名的村庄!

.$$多主要加工花梨#酸枝等木制工艺品!

产品远销岛内外"

!$$年前!铁匠村原名(北岸李村*!因
村民外出闯荡习得打铁技艺!回村打铁为
生!在琼西一定颇有名气!后改名(铁匠
村*" 随着现代机械制造业的发展!原始的
打铁生意日渐惨淡!铁匠村转而从事木制
品加工!生意日渐兴旺"

与一年前记者到该村采访时相比! 铁匠
村变得干净了!村道变宽了!增加了宣传文化
室#卫生室#老年人活动场所等" 中国电信的
宽带也拉进村!这在当地很多村庄是没有的"

(今年生意比去年更好了!产品更畅
销了!但是..*在(良木阁*作坊主李良
英家! 生意红火的李良英脸上却没有笑
容!特意把(但是*拉得很长"

他告诉记者!花梨#酸枝等木料价格
不断上涨!今年比去年涨了近一倍!而且
越来越难购买到好料" 尽管去年他预测到
了!但是!缺乏流动资金!没有钱购置木
料!也没有多余的资金更新设备!不能制
作更精致#含金量更高的产品"

李良英等铁匠村的作坊主找了农信
社!被告知+没有抵押!五户联保最多每户
贷款 (万元! 在其它的银行也吃了闭门
羹-他们找了儋州市商务局!期待政府有
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 得到的答复
是!手工作坊过于分散!不是注册企业!不
在扶持范围之内"

(我们最值钱的家当是两层小楼!但在
银行那里不能作为抵押物- 市场上一根花

梨木料上万元!(万小额贷款就够买两根-

注册公司手续繁琐!而且还增加管理成本!

这么多作坊!不可能每户都开公司吧..*

李良英喋喋不休地向记者抱怨着"

村委会主任李巨川上过大学!分析带
有几分理性" 他说!原材料上涨带来的资
金问题成为铁匠村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伴
随而来的还有!村民文化水平不高!接受
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理念较慢-技术投入较
少! 只能制作一些简单的产品! 无法向
(高#精#深*发展"

(铁匠村人正在酝酿再转身" *面对当
前的困难!铁匠村委会有了新的想法" 李
巨川告诉记者!儋州市政府已经将铁匠村
纳入旅游线路!村里人已是摩拳擦掌"

他滔滔不绝地向记者展示铁匠村的
资源+村中作坊及工艺品可以作为游客参
观购物点- 村边有百年古树林带数十亩!

村中有百年火山岩古屋! 具有欣赏价值!

周边建农家乐!可以提供特色美食-从百
年前铁匠人打铁!再到如今制作木制工艺
品!凝聚着铁匠人艰辛创业的故事"

但是!李巨川坦言!这样的转身需要
政府的投入!比如村中环境整治#基础设
施的投入!铁匠村发展所需的人才!村民
的教育培训..

临别时!李巨川告诉记者!他们知道
浙江的乌镇#周庄!希望历史悠久的铁匠
村也能像它们一样吸引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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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EF

()年坚持献血#!8年热心公益事业!

他组织过的公益活动无法统计! 帮过的人
更是不计其数"他穿一身户外运动装!经常
带着单反相机!记录志愿者的一举一动!却
不愿让自己出现在镜头中"

他就是热心公益的邱宏锐! 总是奔忙
在海南各种志愿活动第一线!像一个(公益
导师*将志愿精神撒播城市乡村!感染更多
的志愿者加入公益活动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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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在海南省人民医院造血干
细胞采集病房!邱宏锐正在探望配型成功!

入院准备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志愿者"

(他是海南省第 .8个造血干细胞配型
成功的志愿者! 可以用自己的献血挽回别
人的生命!真是幸运啊" *邱宏锐颇有些羡
慕地说"(我 ($$(年的时候就留了血样!但
是一直没有配型成功! 我在等待着需要我
的那一天" *

事实上! 邱宏锐一直在满足别人的需
要" 从 !-%&年第一次献血至今!邱宏锐的
献血历程已经走过了 ()个年头!累计献全

血 !&$$毫升# 成分血 "(个单位! 相当于
)1"&万毫升全血" 按血液占体重的 %:计
算!他献出的血液总量可以供一个体重 &)

公斤的成人全身换血 !$次"

不仅自己献血! 他还动员身边的人献
血"在遭遇别人对献血的担心时!他说+(我
献血这么多年!身体比同龄人健康!白头发
少!打球时精力充沛!就连打球受伤后!伤
口愈合也很快" *

邱宏锐就是在这样一次次地反复讲
解#示范中获得了别人的认同" !--"年自
海口有了献血车和献血屋起! 他就经常组
织个人#企业和社区献血!并在海口#三亚#

琼海# 儋州市建立了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
者俱乐部!发展志愿者 .$$多人" !8年来!

他组织无偿献血活动 ($$多次! 采集造血
干细胞血样 %$$$多份!实现造血干细胞捐
献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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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年来!从事公益事业他遇到不少困
难与挫折!也有别人的误解!甚至是女友让
他在家庭和公益事业中选择其一" 承受着

各方压力! 邱宏锐一直没有放弃!(我现在
越来越觉得!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才能感
受到充实的人生" *

邱宏锐的公益生涯源于大学期间" 走
进社会后!他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却把大
部分的业余时间都放在助人为乐上" ($$8

年印尼海啸发生过后! 邱宏锐组织到红十
字会志愿者在街头募捐一周!筹款 !$多万
元" ($$)年!他们又在街头设置义卖专柜!

取得很好的效果"

一系列的行动! 让社会见识了志愿者
的力量" ($$&年!在省红十字会协助下!他
们成立了献血志愿者组织! 而他也在同年
加入了民间组织(志愿海南爱心社*!走进
海南各市县的福利院#光荣院#敬老院#老
人公寓! 不仅为老人们带去关爱! 还为孤
儿#残障儿童带去了欢笑"

不仅自己身体力行! 邱宏锐也要求身
边的人热心公益事业"(我与前女友相处了
"年!但我的大部分精力放在公益活动上!

对她关注少一些! 她提出让我在她和公益
之间做一个选择" 让我离开公益事业显然
不可能! 无奈我们 "年的感情只能渐行渐
远"*提起这段往事!邱宏锐显得有些落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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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宏锐常说+(社会各界都是与公益
活动相关的! 商家可以为公益活动提供
资金!媒体可以为公益活动扩大宣传!只
要有心就可以整合各类资源! 搭建一个
公益活动的平台" *

邱宏锐因为乐观#开朗的性格结交
了很多朋友!并且说服朋友们加入公益
活动的行列" 今年!某个家具广场即将
开业!邱宏锐对家具广场老板说!开业
时搞个轰轰烈烈的开业仪式!固然可以
一时吸引眼球"但是!对你个人#对社会
并没有什么更长远的影响" 他说!倒不
如把这笔钱省下来!买课本捐给困难学
生" 在广大的学生#家长心中为你的品
牌留下一个好的口碑"在他的积极劝说
下!这位老板决定从今年起!每年拿出
( 万元向学校捐助图书"

邱宏锐意识到! 组建志愿者组织#社
团!是形成常态化的公益活动的一个途径"

如今! 他已经组建了 ..个各类志愿者队
伍#社团!一批志愿者骨干也成长起来"

(我们挑选的志愿者骨干都是对志愿
活动有真挚的热情!参加过多年志愿服务!

是真正热心公益的人" *邱宏锐自豪地说!

现在这些志愿者队伍即便没有他的参与!

也可以自如地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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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56 通讯员 GH

如果告诉你!一个城市污水处理厂的
污水一点也没有外排!全部进入一个企业
的供水系统!你也许不会相信" 但这不可
思议的事情!确实在洋浦发生了"

海南日报记者今天从洋浦经济开发
区管委会获悉!海南炼油化工有限公司联
合洋浦市政污水处理厂建设的市政污水
回用项目!自投入使用以来已累计接收污
水 ($万立方米!节省水费 .( 万元!取得
良好的环境#经济和社会效益"

(这里的水! 没有一滴排进大海!全
部通过地下管道输送到海南炼化厂区" *

今天上午!在洋浦市政污水处理厂巨大的
终沉池旁!厂长李炼武自豪地告诉记者"

李炼武介绍! 企业回用市政污水!不
仅节约自身成本!也大大降低了市政污水

的 ;<=排放!为节能减排作出贡献"

海南炼化与洋浦市政污水处理厂中
间只隔了一条路!这种便利的地理条件也
降低了污水回用项目的成本"

穿过马路!记者一行进入海南炼化厂
区!海南炼化安全工程师陈军开始给我们
介绍处理过的污水如何使用"

(污水厂的中水进入到我们厂区!经
过生化处理后! 就放进工业循环水系统!

用来给装置设备降温" *陈军说!这些水可
以反复使用!直到全部蒸发"

(由于城市污水管网建设还不太完
善!目前每个工作日进厂的污水量约 ($$$

立方米" *李炼武介绍!一旦洋浦市政污水
管网建设完毕!洋浦的污水量可达到 )$$$

立方米"

(到那时! 洋浦处理后的市政污水还
可以一滴都不往海里排吗/ *记者有点担
心整个城市的污水一个企业消化不了"

(海南炼化每天的用水量约为 *18万
立方米!大部分都可以用污水处理厂的中
水取代" *陈军的回答打消了记者疑虑"

海南炼化有关负责人介绍!市政污水
回用项目投入仅 *).万元!年预计回收中
水量约 ))万立方米!按新鲜水 *1&元每立
方米计!第一年就可节省水费 %%万元!一
年半即可回收投资成本"

(水费节省了! 炼油的水耗指标也下
降了" *海南炼化有关负责人介绍!该司
的水耗指标已经从 ($*$ 年的 $1) 吨>吨
下降到 $18 吨>吨! 即每炼一吨油节约用
水 $1*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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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他让我收获了感动
本报记者 ?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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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 在北京举行的华樽杯第三届中国
酒类品牌价值发布会上!海南椰岛$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 ))1-*亿元价值荣获(($**年
度华樽杯保健酒品牌价值第一名*! 这是继
($*$年后连续第二次获得此项殊荣!海南椰
岛公司同时获得(($**年度华樽杯中国酒类
十大最具全球竞争力品牌*奖项!张春昌董
事长荣获(($**年度华樽杯十大品牌建设功
勋企业家*称号"

中国酒类品牌价值评议由中国酒类流
通协会和中华品牌战略研究院主办!自 ($$-

年以来已连续举办了三届" 在 ($**年度中
国各酒类企业品牌价值排名中! 茅台以
)-)1(%亿元连续第三次荣获中国白酒品牌

价值第一名!青岛啤酒以 .8818"亿元荣获中
国啤酒品牌价值第一名! 长城葡萄酒以
-&1&% 亿元荣获中国葡萄酒品牌价值第一
名! 海南椰岛以 ))1-*亿元荣获中国保健酒
品牌价值第一名! 古越龙山以 )$1$&亿元荣
获中国黄酒品牌价值第一名"

主办方在评议报告中认为+保健酒近年
异军突起!成为继白酒#啤酒#葡萄酒之后中
国酒类市场中崛起的第四类酒业新势力-保
健酒以每年 .$:的高速增长和发展! 显现
出巨大的市场潜力-随着各大品牌保健酒的
崛起和走向成熟!如今保健酒行业的发展日
趋稳定!形成了以椰岛#劲酒为领军的几大
知名品牌!整个行业正在上演一场良性的升
级运动"

z{|}Z~>���

?bÂ?$ÃÄ±zÅ�[ÆÇ!Èm

ÉÊËÈ(

Ì§Í! Ê��?bÄ±zÅÎ�¤

)''*+"

Ï!ÐÑÎÒR

+!!+*&

tÓ!-Ô�

[�ÕÖ)×�)ØÙ��ÇK!Ú�Å!Û

ÜÅ)ÝÞg)ßàg)�áâ¤ãäåæç

[Ë(èÈéêëq

+

%

"$

&�È!ìÐ!

%íîÈ(

!"²E ïfð ñ3ò óôé õ

�����P��������

ö�÷�ø^ù

$"),-.

ú'û

!"��

!

%

%!

&3 !!"� "针
对今年 "月份以来我国发生的多起影响恶
劣的安全生产事故!为做好国庆节期间商贸
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我省商务部门近期开
始开展商贸领域安全隐患排查和工作督查!

要求各商贸企业停止使用奥的斯品牌
)*.?@A型电梯# 联系厂家和保养单位对该
型号的扶梯进行检查!以消除安全隐患" 这
是记者今天从省商务厅获悉的"

此次隐患排查和督查工作重点检查经
营场所电器设备#消防设施#安全疏散通道#

安全出口!彻查经营#存放易燃易爆和危险

物品及其他易引发事故的设施!尤其要对电
梯#自动扶梯进行全面排查!安排专业人员
定期保养和检修-严防农$集%贸市场#超市#

商场#批发市场和餐饮企业等人员密集经营
场所踩踏和火灾等恶性事故发生-认真排查
生猪屠宰加工企业安全隐患!严格执行各项
操作规程- 督促检查商贸领域各类展销#展
览活动!确保活动安全"

对排查出的安全隐患!我省商务部门将
责令企业立即整改!对逾期不改或者拒不改
正的!将书面移交当地安监#消防等部门依
法进行处理!彻底消除安全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