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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q 国务院总理
温家宝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
定扩大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范围"完善国家
助学金制度!研究部署在城市优先发展公共
交通!审议通过#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
例$草案%&'

为加快发展中等职业教育!促进教育公
平!提高劳动者素质!会议决定!自 #"!#年
秋季学期起!将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范围由

涉农专业学生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扩大到
所有农村$含县镇%学生"城市涉农专业学生
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同时!将中等职业学
校国家助学金资助范围由一" 二年级农村
$含县镇%学生和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分
步调整为一"二年级涉农专业学生和非涉农
专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将六盘山区等 !!

个连片特困地区"西藏及四省藏区"新疆南
疆三地州中等职业学校农村学生全部纳入

享受助学金范围'

会议指出!目前!我国城市公共交通发
展远远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
出行需要! 多数城市公共交通出行比例偏
低'为从根本上缓解交通拥堵"出行不便"环
境污染等矛盾!必须树立公共交通优先发展
理念!将公共交通放在城市交通发展的首要
位置' 要按照方便群众"综合衔接"绿色发
展"因地制宜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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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塑造品牌!品牌创造价值' 作为我
省农产品包装印刷龙头企业!海南瑞恩堡
公司巨资引进高端设备"创意设计包装纸
箱!有力塑造芒果"香蕉"辣椒等我省主要
农产品的品牌形象' 日前!省农业厅调研
组考察瑞恩堡公司后表示!将大力支持农
产品的包装创意设计!制定全省农产品印
刷包装标准!加快全省农业品牌化建设的
步伐'

!" 月 $ 日下午! 海南瑞恩堡公司生
产车间一派繁忙景象!纸板生产线"水印
生产线" 凹印生产线和订箱生产线等 %

条生产线同时开足马力! 一个个精致的
纸箱走下流水线! 门口多辆大车排队等
候装货'

新设计的琼中绿橙包装箱让省农业厅
调研组一行眼睛一亮! 包装箱不仅有绿橙
鲜果图片"商标"&'('!还有绿橙生产企业"

生产地点" 投诉电话和可追溯标识甚至瑞
恩堡公司的标识'

海南瑞恩堡包装印刷公司是海南日报
报业集团投资 $"""万元兴建的!位于澄迈
县老城经济开发区' 公司以农产品包装箱
生产为主!与岛内同类企业相比!公司拥有
两大优势! 一是凹印预印机是全省最先进
的预印机!生产的彩箱!不但印刷精美!而

且抗压性能" 耐破性能等各项指标性能都
比普通包装箱高出一个档次( 二是公司具
有成套包装流程生产线! 从产品设计"预
印"水印"制作"订箱等整个制箱流程一应
俱全!全省独一无二'

瑞恩堡公司负责人介绍! 海南冬季瓜
果菜旺季即将到来! 近期公司不断接到哈
密瓜"香蕉"芒果"辣椒等大宗农产品包装
箱订单' 为满足我省农产品包装上档次创
品牌需要! 公司千方百计筹资计划再上一
条更先进的生产线'

据了解! 我省农产品包装印刷业长期
落后!无法提供与海南绿色"生态"健康的
农产品相适应的标准化" 品牌化的包装产
品'全省各类农产品年需近 %亿个包装箱!

市场总值约 #"亿元' 然而!其中 )"*包装
箱依赖岛外供应! 严重制约海南农业品牌
化建设'

)创意设计和品牌包装是现代农业发
展的方向' *省农业厅调研组认为!农业品
牌化是现代农业的重要标志! 打造农产品
品牌的过程就是实现农产品增值的过程'

我省将谋划成立海南农产品标准化与品牌
化研发中心! 大力支持农产品包装创意设
计!制定全省农产品印刷包装标准!通过龙
头企业示范带动! 加快全省农业品牌化建
设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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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工作需要，三亚市人民检察院决定面向全国公开选调检察官10

名。

!"#$%&

全国范围内具有法律职业资格、全日制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具

有一定理论研究成果和文字工作经验的，学历可放宽到本科；获省级

以上荣誉称号的，学历可放宽到全日制法律本科）、副科级以下职务、

年龄在35周岁以下（即1977年11月20日后出生）的在编国家公务

员，调研人才可放宽到38周岁以下（即1974年11月20日后出生）。

'"()

报名时间：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12年11月20日。报考人员可

登陆正义网（.//01234445678957':）、三亚门户网（.//01334445;<=><5('?5

7=）、三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01334445.@;>&;;5('?57=）查询

具体选调内容并下载报名表。

*+,-./

咨询电话：0898-88827753、18976809019（三亚市人民检察院政治

部于修海）；传真：0898-88261777。

三亚市人民检察院

2012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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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 ` 特约记者 �2�

优雅地坐在沙发中!把玩一杯浓郁的
法国红葡萄酒!让音乐把酒送入口中' 美
酒浸满舌尖!辗转几秒!慢慢下肚++

闲来品品葡萄酒!这种似乎离我们很
远的生活!在洋浦经济开发区可以轻松体
会' 在这里!隔三差五会有一个品酒会邀
你参加(在这里!你可以品尝到几百种世
界著名产地的纯正葡萄酒'

支撑洋浦这种品酒生活的!是保税港
区 $家进口葡萄酒贸易公司'这些公司的
聚集与发展不过才两三年时间!并且是由
一个设在保税港区里的小小仓库发起的'

欧阳建华! 一个温婉的广东女子!

#""+年做了一件令人费解的事儿!她在洋
浦保税港区一个被荒草包围的旧建筑里
设立了一个不大的进口葡萄酒仓库!吴忠
益即是她的助手'

)当初看到要建设海南国际旅游岛!

又有洋浦保税港区的优惠政策! 就想!在
这儿设一个仓库应该可以!把它作为我们
东南亚客户的一个存货基地' *欧阳建华
平静地回忆'

欧阳建华的小仓库设立后!洋浦开发

区管理层人士一有机会便向外界推介保
税仓的葡萄酒' 很快!岛内一些消费群体
开始尝试品用这些质价皆优的进口美酒!

欧阳建华的客户名录上!海南字头的从无
到有!从有到多'

)刚设立仓库那年最多只有 + 个货
柜!现在一年有 )"多个货柜' *吴忠益说'

按他的算法!乐城酒业公司的仓储和市场
A年间扩大了七倍以上'而这期间!洋浦经
营进口葡萄酒的公司已增加到 $家'

海南市场对洋浦保税仓库葡萄酒的
认可与需求!超出欧阳建华的意料!经过
市场比对!她放弃了最初面向东南亚的市
场计划!转攻国内华南市场'目前!乐城酒
业在海南市场的销量占该公司销往国内
市场的十分之一'

香港人陈星悦创立的海南阳光美贸
易公司是洋浦先后成立的 $家葡萄酒贸
易公司中的第三家!其总公司在香港做进
口葡萄酒贸易已有十几年历史! 与法国,

智利"阿根廷"新西兰等著名葡萄酒庄保
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 去年 $月!经朋友
推介!他来到洋浦'

#rs

#&

t$

Y!Z[\$]

本报记者 � ` 特约记者 �2�

�AB�����Eq%&���"

��" �0�>�q%&���)N+�

��&"����t��= ¡¢��"

£¤¥-AB¦§�" ¨©ª:«¬ni

N®"/ABt¯°!bv%@¥& ±²³

�)"´µ¶¥·¯"niN¸¹º»/£

¤¥^¼N�0�½¾&

��= N¿ÀÁÂÃÄ:01ÅÆ"

��)º»Ç©ÈÉÊË�" ÌÍÎÏ:�

�& +�ÐÑ"q%&Ò(ÓÔÕÖ×ØÙ"

Ú/³Nq%&Ú/ÛÜ&n�"ABKÝ«

NÞßtàJáÎâ¶�)ã±äå" ¨æ

çèÞ" AB+éêëìíNîÓï³ðé

Àñ"òÌ|óîyô¼)''nõ"ö�÷

@¥�0jÌNÌ|}ø&

ùú-/ABûüK½tà¶��=

 N�ýq%&£!þÿà%"!U�I"

#$þ%AB���Nq%&" &¥'(

)@0�*ª+:N2,#& n�2,#

-.@��= ì¤N=�/0" ¥C�

]12,#34:op& 5�"ABtN¯

°678ò¥9:;<m]=>?@ú-

N§ABC¦:AB& #rs

#&

t$

¶·¸¹

!!!º»¼½¾¿À(ÁsÂ)ÀÃ:Ä¶·ÅÆ

+,ÇRÈÉX2ÊQ+,ËÉÌ½WÍÎ* ÏÐ¹Ñ ÒjÓ Ô

创造新业绩 喜迎十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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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上午! 重达
)$吨" 长 %A米的脱乙烷塔成功吊装就位'

据中海油东方石化项目组相关负责人透露!

近两个月内!包括丙烯塔在内的多台大型设
备将完成吊装'这标志着海南精细化工项目
建设全面提速'

位于东方工业园区内的海南精细化工项
目!主要以海南岛周边的文昌原油和乐东天然
气资源为依托!按照循环经济"清洁生产和绿
色化工的原则!采用先进催化裂解$BCC%技术
生产出丙烯和碳四等重要化工原料!做到)采D

炼D化*紧密结合!最大程度地实现项目的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 一期工程总投资 %A5%!亿
元!原油加工规模 #""万吨3年'项目建成后年
均利润可达 %5A亿元以上' 二期工程总投资达
%A5"!亿元! 主要产品有丙烯腈"EEF" 苯乙
烯!它们均具有较高的产品附加值'

据介绍! 海南精细化工项目一期工程
#"!"年 !!月开工! 计划 #"!A年 -月底产
出合格产品'二期工程计划 #"!#年 !#月乙
苯" 苯乙烯装置先期土建开工!#"!A年 !"

月底两装置机械竣工' 为响应省委"省政府
提出的)项目建设年*的号召!海南精细化工
项目施工现场共有 $""多名建设者放弃中
秋国庆长假与家人团聚!每天加班加点抢进
度!以确保在时间节点上完成各项任务' 七

化建项目经理关维说-)我们有 $天假!但是
为了项目顺利建设! 我们都放弃了这个假
期! 有的还将妻子接到工地协助搞后勤!节
日就在工地上过' *

截至今年 +月底! 一期工程累计完成进

度 )!5+%*G累计完成投资 +5,)亿元!占项目总
投资的 ##5"%*'目前各建筑物主体工程收尾!

建筑物已全部封顶和进入装修阶段'各装置设
备基础施工全面收尾!已进入钢结构"设备安
装阶段' 全厂性主干道路路基施工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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ðIàPQb)日前!经省政府批准报国家
民政部备案! 救人英雄吕海鹰被追授烈士
荣誉称号'今天下午!临高县举行吕海鹰烈
士证书颁发仪式'

仪式上!临高县委"县政府为其家属
颁发烈士证书和烈士褒扬金"一次性抚恤
金 !!#!,,万元!以资褒扬!激励全县广大
党员干部群众向英烈学习!积极投身临高

经济社会发展大潮'

今年 $ 月 !! 日晚!吕海鹰与同学到
三亚大东海附近散步"游泳时!看到有孩
子被海浪冲走! 他跳进大海托起了遇险
的孩子!自己却被海浪卷走!献出了宝贵
的生命'

此前!临高县委"县政府!三亚市综治
委分别追授吕海鹰同志为 )见义勇为先进
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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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V) 海南鹦哥岭青年团队先进事迹赴京
报告团今天走进我国林业最高学府北京林
业大学! 报告会赢得了在场北林学子的阵
阵热烈掌声'北京林业大学号召!广大北林
学子要积极学习鹦哥岭青年团队精神!并
将这种精神转化为努力学习" 建设生态文
明的强大动力'

今天的报告会! 北京林业大学可容纳
,""余人的会场中坐满了各个专业"各个年
级的大学生' 报告团成员用质朴的语言为
北林学子讲述了)坚守理想!奉献青春*的
真实经历! 讲述了他们如何通过不懈努力
在海南中部大山深处开拓一片崭新天地的
经历'报告团情真意切的讲述!引起强烈反
响'报告结束后!很多学生积极与报告团成
员进行现场交流'

据北京林业大学副校长姜恩来介绍!

此次邀请鹦哥岭青年团队先进事迹报告
团来到北京林业大学作报告! 是北京林
业大学迎接 )" 周年校庆活动的一部分!

目的是通过发挥先进典型的榜样示范作
用! 激励和引导广大青年学生树立远大
理想"健康成长成才!积极为祖国绿色事

业贡献力量'

北京林业大学是我国林业和生态环
境教育的最高学府! 在 )"年的发展历程
中!该校校训)知山知水!树木树人*蕴含
了北林人心系祖国山河的爱国情怀和献
身绿色事业的奉献精神! 赋予了每一个
北林人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也
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优秀的林业人才' 在
鹦哥岭青年团队的 #-名大学生中! 就有
两位来自北京林业大学! 他们是科研监
测科的李飞和陈元君' 鹦哥岭报告团的
到来! 受到了校方和北林学子的高度关
注和热烈欢迎'

北京林业大学党委书记吴斌在报告会
上表示! 希望北林学子能够积极学习鹦哥
岭青年团队甘于奉献"艰苦奋斗的精神!并
且把这种精神转化为努力学习" 建设生态
文明的强大动力'他强调!要学习鹦哥岭青
年团队躬身实践的精神和宝贵品格! 因为
任何时代都需要勤奋努力" 脚踏实地的耕
耘者(任何民族都崇尚自强不息"默默无闻
的奉献者(任何国家都敬重积极进取"恪尽
职守的奋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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