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教育厅：

严禁借教师培训名义
公款旅游

本报海口 6 月 5 日讯 （记者郭景水 特约记
者韩小雨）今天，省教育厅专门下发《关于进一步
加强我省中小学校长教师培训管理工作的通
知》，就规范和加强校长（园长）、教师培训的管
理明确要求：培训活动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
费，提高项目绩效，保证培训效果和质量。

通知要求， 严禁以培训名义公款旅游或变相
用公款旅游。 各市县教育行政部门、 各学校和各
级培训机构一律不准用培训经费组织学员旅游，
不准借开会、考察、跟班、学习等名义组织变相旅
游或度假活动。

省教育厅有关负责人表示， 违反通知中规定
的，由上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追回资金，并
予以通报；相关责任人员，由所在单位按规定予以
党纪、政纪处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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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化肥厂职工安置经济适用房项目勘察招标及设计招
标于 2014 年 6 月 4 日 15：00 时在海口市白龙南路海口琼苑宾馆
一楼海风堂会议室进行了公开招标，已按照招标文件确定的评标
办法和有关法规要求完成开评标工作， 经评标委员会推荐：1、勘
察标：第一中标候选人：海南赣龙岩土工程勘察院，第二中标候选
人：东华理工大学勘察设计研究院；第三中标候选人：中国有色金
属工业西安勘察设计研究院；2、设计标：第一中标候选人：深圳市
中泰华翰建筑设计有限公司，第二中标候选人：海口市城市规划
设计研究院；第三中标候选人：陕西省建筑科学研究设计院。 公示
期：2014 年 6 月 6 日至 2014 年 6 月 10 日， 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
内向海南省化肥厂投诉，投诉电话：0898-68632355

中标公示

关于补发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公告
澄土环资告字［2014］22 号

澄迈县福山邮政支局不慎遗失福山国用（2011）第 0205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 土地登记座落为福山镇福兴西路北侧，

登记面积 759.18 平方米，该局已于 2014 年 4 月 12 日在《海

南日报》上刊登遗失并声明作废。 现土地权利人向我局申请

补办新的土地证，经初步审核，我局决定公告注销福山国用

（2011）第 0205 号土地使用证。 有异议者请自本公告登报之

日起 30 日内将书面材料送达我局地籍岗（电话：67629320），

逾期我局将依法核准登记，补发新的土地使用证，原证作废。
澄迈县国土环境资源局

三、本次挂牌出让按照出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
得人。

四、竞买人资质条件：1、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2、在海南省已建
设饮用天然矿泉水生产线；3、预交竞买保证金 2000万元；4、愿意向本
厅提交《海南省澄迈县老城开发区美造村 1号井饮用天然矿泉水采矿
权竞买承诺书》（样本见《挂牌出让手册》）。

五、竞买咨询及竞买申请： 有意竞买者可到海南省土地矿产交易
市场（地址：海口市美贤路 9 号海南省国土环境资源厅办公大楼 104
室）查询和获取《海南省澄迈县老城开发区美造村 1 号井饮用天然矿
泉水采矿权挂牌出让手册》， 并按挂牌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申请参加
竞买。竞买申请时间：2014年 6月 6日上午 8:00至 2014年 7月 4日
下午 17：00（法定公休日、节假日除外，北京时间，下同）。

六、竞买资格审查与确认：经审查，竞买申请人按规定缴纳竞买保
证金，符合竞买人资质条件的，在 2014年 7月 4 日下午 17:30 前确认
其竞买资格。

七、 挂牌时间及地点：1、 挂牌起始时间：2014 年 7 月 7 日上午

8：30。 2、挂牌截止时间：2014 年 7 月 21 日上午 10：00。 3、受理挂牌
报价时间：上午 8：30 至 11：30 和下午 14：30 至 17：00。 4、挂牌地
点：海南省土地矿产交易市场（地址：海口市美贤路 9 号海南省国土
环境资源厅办公大楼一楼）。

八、风险提示及其他事项：1、矿业权存在不可预见的自然因素变
化、政策法规变化等风险，竞买人在竞买前应当预见到有一定的风险，
在竞得后须自行承担风险所带来的损失。 2、有意竞买者自行察勘矿区
现场。3、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4、本次挂
牌出让不接受电话、信函、电子邮件及口头等方式的竞买申请及报价。

十、咨询方式
咨询电话：0898-65236087������0898-65372953
联 系 人：陈女士 李先生
查询网址：http：//www.hnlmmarket.com

海南省国土环境资源厅
海南省矿业权交易中心

2014 年 6 月 6 日

海南省澄迈县老城开发区美造村 1号井饮用天然矿泉水采矿权挂牌出让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国土资源部《矿业权交易规则（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海南省国土环境资源厅决定以挂牌

方式出让海南省澄迈县老城开发区美造村 1号井饮用天然矿泉水采矿权。本次挂牌出让由海南省国土环境资源厅委托海南省矿业权交易中心
具体承办。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采矿权的基本情况：

采 矿 权 名 称
海南省澄迈县老城开发区美
造村 1 号井饮用天然矿泉水

矿区位置
澄迈县老
城开发区

矿区面积(km2)

4

资源储量 B 级(m3/d)

1632

服务年限（年）

20

挂牌起始价(万元)

3500

竞买保证金(万元)

2000

注：成交后竞得人缴纳的竞买保证金转为采矿权价款；未竞得人缴纳的竞买保证金，在挂牌活动结束后 5个工作日内予以退还，不计利息。
二、矿区范围拐点坐标（西安 80坐标）及开采深度：

拐点
1
2
3
4

X坐标
2206623.53
2206623.53
2204623.53
2204623.53

Y坐标
37408932.41
37410932.41
37410932.41
37408932.41

开 采 深 度

从 44.0 米标高至-306.0 米标高（开采层位为第二、三层承压含水层，标
高-108.0 米至-206.0 米）

中标公示
海口市龙华区双拥小区铺砖及绿化工程项目已于

2014 年 6 月 5 日 9 时在白龙南路 38 号琼苑宾馆二号会

议室完成开、评标工作，经评标委员会推荐，现确定：云南

景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为第一中标候选人；甘肃省第二建

筑工程公司为第二中标候选人；泸州市江南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为第三中标候选人。

如有异议可在公示期 3 个工作日内向海口市龙华区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投诉。 投诉电话：66568045。

中标公示
招 标 人：三亚市天涯镇卫生院
招标代理：三亚市工程建设招标代理中心
工程名称：天涯镇卫生院门诊楼项目
招标方式：公开招标 开标时间：2014年 6月 3日
中标候选人名单
第一中标候选人：海南方成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蔡绍兴
第二中标候选人：海南新坐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周以东
第三中标候选人：江西中贤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赵小文
公示期为 2014 年 6 月 6 日至 6 月 10 日，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

内向三亚市纪委监察局执法监察室投诉，电话 0898-88272624。

临高给村官提高待遇

“一肩挑”干部
月补贴 1200 元

本报临城 6 月 5 日电 （记者李佳飞 特约记
者吴孝俊）近日，临高县落实基层干部补贴待遇新
标准， 并建立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书记薪酬待遇
保障制度等。

据悉， 临高县共有在职行政村 （社区）“两
委”干部 1309 人，其中，行政村“两委”干部
1147人，社区“两委”干部 162人。

执行新标准后，一肩挑的村（社区）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补贴增至 1200 元；党支部书记增
至 950 元；村委会主任增至 900 元；村“两委”副
职干部增至 850 元；其他成员增至 800 元；村民
小组长补贴标准由每月 150元调整为 200元。

社区党支部书记增至 1150 元； 居委会主任
增至 1100元；社区“两委”副职增至 1050 元；其
他委员增至 1000元。 与此同时，临高还对将离任
村（社区）“两委”干部提高补贴发放标准；建立
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书记薪酬待遇保障制度，县
财政补贴每人每月 500元。

琼海龙寿洋的农民过上环保又省钱的日子

沼液来浇菜 沼气能发电
本报讯 （记者蔡倩 特约记者王仪

通讯员刘泽群 姚实旺）生活在田洋里，
不用交农田灌溉的水费？ 而且电费、燃
气费都不用交？ 琼海龙寿洋万亩田野公
园的生态之路为当地村民实现了这个美
好愿景。

近日，记者了解到，龙寿洋万亩田野
公园园区内 11 个自然村已全部实现了
生活污水生态化处理，园区循环农业基
地内的多文村沼气池也开始供应该村
39户农民的燃气和用电。

4000 米的排污管道接进公园内
400多户农民的家中， 将污水引至村边
的一个个人工湿地污水处理池，经过处

理的污水不再发臭， 成了一池池清澈的
小水塘，也成了乡村里的一道美景。

园区内已建成 7 个三级污水处理
池，还有 5 个三级污水处理池仍在建设
中。 三级处理即经过沉淀、无动力厌氧、
沉砂池等净化， 排放的水达国家一级排
放标准，可用来正常灌溉农田。 12 个三
级污水处理池建成后，能支持 700 亩农
田的灌溉。

对于当地农民来说， 最大的好处就
是免除了灌溉费用。 “以前旱的时候还
要从河里抽水浇地，不说水费，每年抽水
的电费就得 300 多元！ ”多文村村民何
燕叶在龙寿洋田野公园内有 3 亩蔬菜

地， 村里的污水变废为宝后便成了她浇
菜的主要水源。

此外， 龙寿洋田野公园的循环农
业基地已形成从养猪到沼气供电供燃
料，沼液灌溉蔬菜瓜果的循环特点。 今
后， 游客在龙寿洋田野公园所采摘品
尝的瓜果蔬菜， 都将是用有机肥繁育
的。 龙寿洋也在良好的生态条件下，不
再追求单纯的经济效益， 而是从事高
产量、高质量、高效益的“三高”农业，
使整个农业生产步入可持续发展的良
性循环轨道，把人类梦想的“青山、绿
水、蓝天、生产出来的都是绿色食品”
变为现实。

海口民生重点项目建设如火如荼
全年将有 21个社会民生项目竣工

本报海口 6 月 5 日讯（记者单憬岗
刘贡 通讯员黄辉 陈亮）“棚改安置房
今年就能封顶，1800户村民领到新房钥
匙的日子不远了。 ”昨天下午在海口市
美兰区上贤村棚改现场，美兰区政府负
责人高兴地说。

这是海口大力推进民生重点项目
建设的一个缩影， 该市今年的省市重
点项目年度计划投资 322.3 亿元，民
生工程投资占比超 30%。 这些项目涵
盖路网升级、生态环保、棚户区改造等
八大领域。 全年预计将有 21 个社会民
生项目竣工，总投资 54 亿元；还将新
开工 13 个社会民生项目， 总投资达
389 亿元。 这些项目实施后，市民出行
将更便捷， 棚户区数以万计的住户居
住环境将改善， 游客和市民将呼吸到
更清新的空气。

路网升级：
市民出行更便捷

今年海口市政府公布的八项民生
实事中，实施主城区路网畅通工程位列
首位。 从海秀快速路的建设速度便可见
一斑。

近段时间海秀快速路的工地上，矗
立的二三十米高的大桥墩越来越多。

“这些天我们就起了 45个桥墩！ ”
负责海秀快速路项目建设的中铁三局项
目负责人古建说， 在海口市委主要领导
重视下， 项目建设急需的 20 多亿元资
金已到位。 虽然现在还未全线动工，但
工程进度已在加速，每天工地上众多工
人顶烈日、冒酷暑连续奋战，“现在市里
抓民生重点抓得很紧， 我们也想尽快让

这个惠民项目竣工通车！ ”
海口市交通局负责人表示，“十二

五”期间海口计划贯通道路 32 条，到今
年初已完成 26 条， 加上拟于今年底前
建好的 7条，将提前 1年完成计划。

棚改发力：
30万棚户居民将受益
大力实施城乡安居工程， 力推棚改，

是八项民生实事的“压轴项目”。
昨天， 龙华区滨涯路棚户区改造项

目 C 地块工地上， 数十位工人挥汗如
雨，挖土、开方、砌砖模……一块巨大而
结实的地基正呈现在人们眼前。

“这里将崛起 15 栋 25-32 层的高
楼，都是为棚改户建设的高质量楼房。 ”
天津二十冶建筑公司滨涯村棚改项目经

理梁建刚说，他们白天有 500 多位工人
忙碌， 晚上还调动 100 多位工人加班，
加紧实施不扰民的防水等工程。

海口市重点委负责人表示，该市正
全面提速棚改，今年将启动棚改总量的
20%，计划到 2017 年底使 30 万居住在
棚户区和城中村的人口“出棚上楼”。

进度加快：
民生福祉将提高

实施生态环境整治工程是八大民生
实事的另一重头戏， 今年以来从东寨港
环境综合整治、金牛湖水环境净化美化、
沙坡 - 白水塘湿地公园建设到 890 个
自然村农村生活垃圾收运，海口在有条
不紊地推进生态宜居建设。

昨天上午， 白沙门污水处理厂一期

升级改造工程的二号沉淀池工地里，工
人黄师傅和 20 多位工友正冒着大太
阳，努力夯实池底基础。

“建成后排放水质将达国家一级
B 标准。 ”海口威立雅水务公司项目
经理黄辉说， 该工程预计将于 10 月
竣工。

“这是省市两级的‘十二五’规划
节能减排重点项目。 ”海口市市长倪强
在现场查看进度时， 反复强调工程的重
要性，“海口市区 1 天用水量 50 万吨，
白沙门一期的污水处理就占了 30 万
吨。 因此决不能拖延工期， 这事关百万
市民福祉！ ”

这几天， 记者在海口市各个重点项
目工地采访发现， 市里提出的加快民生
重点项目建设的要求， 已在各项目工地
得到了有效落实。

五指山空气自动监测站安装完成
6月 5日，五指山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的工作人员正在查看空气自动监测仪当日的相关数据。
据悉，五指山市财政投入近两百万元新建的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已建成，并投入试运行，该站可对空气中 PM2.5、PM10、臭

氧、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和一氧化碳六项指标进行监测并实时发回数据。 截至目前，五指山市共有一个国家大气背景站、两个自动
监测子站。

为了让市民可以更直观准确地了解当日的空气质量，该市下一步将建设空气质量实时发布系统，项目招投标已经完成。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余军军 摄

新兴工业增产不增污 发展旅游增景不增污

海口抬高“绿色门槛”
本报海口 6 月 5 日讯 （记者刘贡）

今天是第 43个世界环境日，海口市长倪
强当日向全市倡议“行动起来，让我们成
为环境保护的宣传者、实践者、推动者，
谱写美丽海口新篇章”。

2013年， 海口环境空气质量优良
率为 93.2%， 在国内 74个城市中位列
第一。 2013年地表水 109项和地下水
39项指标全分析结果表明，海口饮用水
水源地水质符合国家饮用水水源地水
质标准，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源地水质达
标率为 100%。

由于坚持“环保优先，生态立市”
理念，海口强化源头保护，逐步实现了

环境保护“多还老账、不欠新账”，严格
环境准入，禁止上马高能耗、高排放的
项目。 2013 年全年，海口共审批 1571
个建设项目， 其中环评审批 1031 个，
环保竣工验收 514 个， 否决不符合环
保要求的项目 26个。

这一道“绿色门槛”是海口将建
设生态文明、 保护生态环境放在经济
社会发展首位的措施之一， 更多实际
行动让海口做到了在保护中发展，在
发展中保护， 努力走出一条新兴工业
增产不增污， 繁荣经济贸易增效不增
污， 发展旅游增景不增污的绿色产业
发展道路。

美兰机场为方便游客自救

自动体外除颤仪“上岗”
本报海口 6 月 5 日讯 （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

张翼）今天上午，美兰机场正式启用 10 台自动体
外除颤仪， 成为全国第二个配备自动体外除颤仪
的大型民用机场， 也是海南省内第一个普及自动
体外除颤仪的公共场所。

据介绍， 自动体外除颤仪是协助发生心脏骤
停的病人提供电击除颤的仪器， 可促使心脏恢复
正常有节律的跳动，达到及时挽救生命的目的。

美兰机场在国内航站楼出发厅问询处、 安检
值班处，到达厅行李查询处，国际航站楼出发、到
达大厅等 10 个位置进行了自动体外除颤仪的设
置安装， 并通过现场演示的方式分批组织机场及
其相关单位的一线服务人员进行使用培训， 以便
必要时为旅客实施紧急救治。

开展“环境日”宣传活动

省高院下乡普法
本报文城 6 月 5 日电 （记者金昌波

通讯员胡娜）今天是世界环境日，省高院
环境保护审判庭来到文昌， 向市民宣传
环境法治理念，倡导人人参与环境保护。

当天上午，省高院环保庭法官们在
文昌市城区街头摆设展台，发放由环保
庭精心编写的 《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汇
编》等各种环保宣传材料，并为前来咨
询的市民提供详细的法律问题解答。
不到半个小时，法官们带来的环保普法

资料就被过往的市民一抢而空。
据省高院环保庭庭长曲永生介绍，

省高院于 2011 年在全国高院中率先
成立环境保护审判庭。 自成立以来，该
庭一直致力于环保法治宣传， 出台了
《关于开展环境资源民事公益诉讼试
点的实施意见》，编写了《环境保护法
律法规汇编》、《环境保护法选编》等
书籍，今年是连续第三年走上街头开展
“环境日”下乡普法宣传活动。

世界技能大赛全国选拔赛

我省两选手入选国家队
明年 8月出征巴西

本报海口 6 月 5 日讯 （记者张惠宁）今天，
从省人社厅传来喜讯：在 5 月 30 日举行的 2014
年中国技能大赛暨第 43 届世界技能大赛数控
车、数控铣项目全国选拔赛中，省技师学院两名选
手经过激烈角逐，最终从来自全国 26 个省、市、
自治区和行业的 66名选手中脱颖而出。

据介绍，李坤新同学获 84.7 的高分，列数控
车项目第二名； 陈业彬同学列数控铣项目第 5
名， 两人均将入选国家集训队备战 2015 年 8 月
在巴西圣保罗举行的第 43 届世界技能大赛。 这
不仅是我省首次参加世界技能大赛选拔， 也是首
次入选国家集训队。

校企合作致力环境修复

海南组建环境修复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本报海口 6月 5日讯 （记者罗霞）今
天是世界环境日，海南大学环境与植物保
护学院和海南工农环境修复有限公司今
天签署协议， 共同组建海南环境修复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将在污染场地修复、耕
地污染修复等领域进行研究和实践。

据了解，研究中心成立后，将主要
针对环境修复的污染场地修复 （石油
化工、橡胶、矿碴场及其他工业污染的
治理修复）和耕地污染修复（农药、化
肥、农膜及废弃物等污染的治理修复）

等两大领域进行研究与实践，实现校企
双方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资源共享
等方面的互动互赢。

研究中心将围绕环境工程领域的
实践， 通过产学研合作和科技攻关，产
出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研成果
和专利技术，定期举行“科技成果转化
对接会”，将先进适用的相关科技成果
在海南省环境修复工程领域转化应用；
通过学术讲座、业务讲座、科技展览等
活动，进行学术和科技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