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活动启动

强化红线意识
促进安全发展

本报海口 6 月 16 日讯 （记者梁振君 通讯员王
振洪）2014年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活动今天启动。 今
年的活动主题是“强化红线意识、促进安全发展”。

我省今天举办了形式多样的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活
动，集中宣传坚守红线意识深刻内涵和安全生产法律
法规及安全知识，提供安全生产方面的咨询与服务，目
的是动员全社会积极支持、广泛参与安全生产工作，携
手共筑安全生产“防火墙”。

副省长、省安委会主任李国梁强调，要集中宣传党
和国家安全生产的方针政策、措施；采用多种方式，开
展丰富多彩，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要结合实际，推动
工作，注重实效；要充分依靠群众，加强社会监督和舆
论监督，宣传先进理念、先进典型和先进经验，同时监
督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按照“一地一策”、“一企一议”原则逐宗进行处置

五指山无偿收回 33宗地土地使用权

本报五指山 6 月 16 日电 （记者
洪宝光 通讯员余军军）自开展闲置土
地清理工作以来，五指山市按照“一地
一策”、“一企一议” 原则逐宗进行处
置，对闲置时间超过 2 年以上的 41 宗
土地 （面积 11693.78 亩） 完成了处
置，其中 33 宗地以无偿方式收回土地
使用权，6宗地以延期开发方式与用地
单位签定延期开发协议。

五指山市委、 市政府高度重视土
地资源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

将其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市委、市政府
多次召开会议研究解决专项治理工作
中遇到的问题。

经过初步调查，五指山市将 40 宗
土地闲置的原因认定为企业原因，并
拟定了无偿收回的处置方案。

全面清理闲置土地的同时， 五指
山市还加大拖欠土地出让金清缴力
度， 去年 4 月份开展专项治理工作以
来， 该市结合实际逐宗制定了处置方
案，坚持“先易后难”的工作原则，采
取限期清缴、收取违约金、解除合同等
方式予以解决。 截至目前，已依法追缴
拖欠土地出让金 4 宗， 金额 3723.96

万元。
为确保被征地农民利益不受侵

害， 五指山市还成立了市被征地农
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工作领导小
组，并制定印发《五指山市被征地农
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办法》，为保障
失地农民合法权益提供了有效依
据。

据悉，从去年 8 月至今年 4 月，由
省、市两级政府审批征收 12 宗土地共
计 400.67 亩，涉及被征地农户数共计
278户，已纳入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参
保人数 1022 人，已落实的基本养老金
1419.2757万元。

关注闲置土地清理处置

澄迈长寿老人
有爱心企业供养
17名 90岁以上老人每人每年获 3600元

本报金江 6 月 16 日电 （记者孙慧 特约记者陈
超）记者今天从澄迈县长寿研究会获悉，海南一龄博士
美容医院将为澄迈 17 名 90 岁以上老人提供社会供
养费， 并为澄迈长寿奥秘研究项目募捐了约 19 万元
的项目基金，澄迈长寿产业再添助力。

据了解，为助力澄迈长寿产业发展，承担企业社会责
任， 海南一龄博士美容医院为澄迈重点长寿文化旅游村
黄竹村老爸茶园的 17名 90岁以上老人，提供每人每年
3600元供养费， 并一次性预付两年供养费 122400元；
在黄竹村老爸茶园授予澄迈长寿村养老示范点等。

在昨天的活动仪式上， 海南一龄美容医院还向
澄迈长寿研究会捐赠 10 万元， 用作人类长寿奥秘
的研究， 同时与会嘉宾也为支持长寿研究现场捐款
93682 元。 香港影视巨星任达华先生也现身活动现
场祝贺。

“木棉花开白沙美”
摄影展明日亮相省博

本报牙叉 6 月 16 日电 （记者杨勇 特约记者陈志
强）白沙黎族自治县将于 6 月 18 日在省博物馆二楼 3
号展厅举办“木棉花开白沙美” 摄影作品展开幕式，
100幅精挑细选出的摄影作品将静待参观，为期 5天。

记者今天从有关部门了解到， 为充分展示白沙木
棉花开时节的盛况和优美的景致， 宣传推介白沙木棉
花旅游名片， 推动白沙旅游、 文化休闲观光产业的发
展，今年 3 月 1 日，白沙启动“木棉花开白沙美”摄影
大赛，在全省范围内共征集到 1700多幅作品。

根据活动安排，6月 18 日至 22 日，白沙将在省博
物馆举办“木棉花开白沙美”摄影作品展。

学教活动中清退出来的党政超标办公用房怎么用？ 老城开发区有办法———

超标办公区免费供小微企业入驻
本报老城 6 月 16 日电 （记者孙

慧 特约记者陈超 通讯员李健） 政府
清退党政超标办公用房， 清空出来的
房间应该怎么利用？ 记者今天从澄迈
县老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获悉， 为提
高剩余办公空间利用率， 开发区管委
会将腾退出来的办公房间免费提供给
区内的小微企业入驻， 为企业发展节
约成本、提供便利。

6月 13日下午， 记者来到老城开

发区管委会政务中心办公大楼，发现往
日的办公格局发生了些变化，很多单位
将局长、主任等领导的办公桌搬到了普
通员工的办公室， 大家挤在一块来办
公。 而领导们原本宽敞、清冷的办公室
腾出来让给了一些企业入驻，他们有些
还正在忙着收拾房间，搬迁办公用品。

据了解， 自我省下发了开展党政
机关办公场所清理通知后，澄迈县委、
县政府立即对全县办公场所开展面积

测量核查工作。 老城开发区管委会办
公楼经测量核实面积后， 在征求全体
员工民主调查基础上， 开发区各部门
领导带头调整办公用房， 从原来的大
办公室搬到小办公室， 对大办公室进
行封存，调剂分管部门人员集中办公，
为广大干部职工作出了表率。

在本次办公用房清理腾退工作
中， 开发区共腾退办公用房 33 间，腾
退总面积 1953.4平方米，四楼、五楼全

部腾空，业务部门主要集中在二楼、六
楼和七楼进行办公， 领导班子小办公
室办公，业务部门集中办公。 同时，为
提高腾退空间利用率， 开发区按照扶
弱原则， 将腾退出来的空间让给正在
创业的企业入驻，减少企业创业成本，
缩短服务企业的“最后一公里”。

海南浪潮投资有限公司员工戴奇
明女士告诉记者， 他们入驻开发区办
公楼已超过 4 个月， 开发区不但免了

他们的办公场所租用费， 还免费提供
水电、空调以及电话、电脑等办公用品
的费用，让他们节省了一笔创业成本。
同时，创业时期经常要办理各种手续，
现在办理手续极其方便快捷， 加快了
公司进入正轨运转的速度。

据了解， 目前已有 8 家企业入驻
开发区管委会政务中心大楼办公，共
用 19 间办公室；1 个预备役部队连队
入驻政务中心，共用 3间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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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市委书记现场办公解决农田灌溉用水问题

“最后 6米”接通 水流入田民开怀
本报八所 6 月 16 日电 （记者杨

勇 特约记者高智）“2 年了，干渠的水
终于通到田里了。”东方市大田镇大田
村委会副主任符庆荣看着渠道里奔涌
而出的水欣喜地说， 在市委书记现场
办公后仅 10 天时间，大田分干渠北侧
的 2 个分水闸建成放水， 惠及北片
6000多亩左右土地。

东方市土地开发整理储备中心主
任苏鹤志告诉记者， 每个分水闸口设
计水流为 0.13个流量， 基本能满足大
田分干渠北侧 6000 多亩农田的灌溉，
惠及大田村和短草村 3300多人。

2009年， 东方市为了补充华能东
方电厂等 4个建设项目占用的耕地，在
大田镇实施大田土地整理项目，整理土

地面积 1.09万亩。 在修建田间渠道时
专设 2 条支渠连接大广坝二期大田分
干渠北侧， 接口与分干渠距离大约 6
米。由于建设过程中没有与大广坝二期
工程指挥部协调好，大田分干渠的 2个
分水闸迟迟不能修建，分干渠北侧大部
分土地不得不因缺水撂荒。

“2012 年 6 月，当大田土地整理
项目主体工程完工后， 看着干渠南侧

的农田都灌上了水， 拥有北侧农田的
农户很焦急。 ”符庆荣说，但没想到申
请用水之路如此艰难， 大广坝二期工
程指挥部答复用水管理归水务部门负
责， 东方市水务局答复大田分干渠用
水归大广坝高干渠管理局负责。 当申
请意见到达大广坝高干渠管理局时，
得到的结果是二期干渠建设没有验
收，还没进行移交，无权管理。

连接距离仅 6 米的 2 个分闸口，
因无人肯管， 在相关部门之间的互相
推诿中，村民奔走呼吁近 2年未果。 无
奈之下， 今年 4 月村民向中央第七巡
视组反映了情况。

5月 13日， 接到中央第七巡视组
反馈意见后， 东方市委书记吉明江批
示相关部门相互配合，抓紧落实。 5 月
30日，吉明江带领国土局、土地开发整

理储备中心、大田镇、大广坝二期工程
指挥部等部门负责人来到现场办公。 6
月 10日，分水闸建成投入使用。

吉明江表示，今后市委、市政府及
各级部门在服务群众过程中， 将克服
管理体制的条块分割，互相协作，用心
为民谋利， 全力以赴打通联系服务群
众“最后一公里”，切实把为群众办的
实事好事办好。

公 告
根据中央统一部署，省委宣传部、省文体厅、

省记协自即日起，受理新闻敲诈和假新闻的案件
线索举报。 我们郑重承诺：严守保密规定，对重要
线索一查到底，定期通报受理查处情况。

举报电话：12318 （省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
队 ）、66810531 （省 记 协 ）， 举 报 邮 箱 ：
hnxwjb@163.com。

省委宣传部 省文体厅 省记协
2014 年 5 月 24 日

三沙市公用住房下月交付使用
6月 13日，三沙市永兴岛，公用住房 2号楼正在进行内外装修。
于 2012 年 10 月开工建设的三沙市永兴岛公用住房 1、2 号楼建设已进入内外装修阶段，预计下月可交付使用。 三沙

市永兴岛公用住房项目总投资 1870 万元，总建筑面积约 3500 平方米，建成后将有效缓解三沙市驻岛干部职工的住房紧
张问题。 本报记者 宋国强 通讯员 史雅洁 摄

老城有了“第三时间风情街”
随着澄迈老城开发区基础设施逐步完善， 距离海

南生态软件园一街之隔的美仑第三时间热带风情商业
街日前雏形显现。 历时一年多的建设， 共计投入约 4
亿元的商业街主体建筑已封顶。

文 /本报记者 孙慧 图 /本报记者 李幸璜

践行党的群众路线 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进行时

他们的家庭故事感人至深

黄玉香等 10户家庭
获“海南‘最美家庭’标兵户”称号

本报海口 6 月 16 日讯 （记者陈蔚
林）记者今天从省妇联获知，为弘扬先进，
树立榜样，发挥典型示范引领作用，省妇
联决定授予黄玉香等 10 户家庭 “海南
‘最美家庭’标兵户”称号，吴利华等 20
户家庭“海南‘最美家庭’”称号。 蔡秀梅
等 42户家庭获“海南‘最美家庭’”提名
奖。文昌市妇联等 10个单位获“海南‘最
美家庭’”活动优秀组织奖。

据了解，自今年 2 月全国妇联寻找
“最美家庭” 活动专题工作电视电话会

议召开以来， 我省各级妇联组织依托
3070 个“妇女之家”，动员组织了约 20
万个家庭参与该项活动，通过组织推荐、
自荐、互荐等形式，多角度挖掘、选树和
宣传群众身边的“最美家庭”。为扩大活
动参与面，省妇联还利用“寻找海南最
美家庭”活动官方网站和官方微博等平
台，晒出候选家庭，吸引了 111 万余人
次网民参与投票；并在《海南日报》等媒
体开设相关专栏， 报道了部分候选家庭
的感人故事。

三亚凤凰国际机场荣膺
“最高速业务拓展机场”奖

航空运输总量约占全省 52%， 位列国内机场第 19 名
本报三亚 6 月 16 日电 （记者黄媛

艳 通讯员段婷珊 仇传奇）2014 年第二
届中国机场发展大会日前在上海举行。
三亚凤凰国际机场（下称“凤凰机场”）
获得“最高速业务拓展机场”奖，这是记
者今天从该机场获悉的。

本次大会汇集了政府机构、 国内
外机场管理公司、安防系统公司、规划

院、 机场建设公司以及咨询公司等众
多单位。

凤凰机场于 1994 年 7 月 1 日正式
通航，2013 年旅客增量创历史最高，其
中飞机起降 88499 架次， 旅客吞吐量
1287 万人次，货邮吞吐量 15.8 万吨，均
高于民航平均增幅， 航空运输生产总量
占全省 51.9%，位列国内机场第 19名。

思想交锋找准问题 立行整改一抓到底
荨上接 A01 版

王金山强调， 开好专题民主生活会
是继续前进的新起点，要在即知即改、建
立长效机制和实现活动成果常态化上下
更大的功夫。 对找准的问题，要拉清单，
建台账，逐一整改，一抓到底，确保整改
到位。 要把党员干部在教育实践活动中
形成的新作风、焕发的新精神、凝聚的新
力量，引导到全面深化改革、推进科学发
展、实现社会稳定上来，实现“两手抓、
两促进”。

中央第九巡回督导组副组长董君舒
参加了近日召开的三亚市委常委班子专
题民主生活会。 他认为会上大家从严从
实找准“四风”突出问题，见筋见骨深剖
问题原因，真刀真枪开展严肃批评,真正
贯彻了整风精神, 是一次质量高效果好

的民主生活会。 他要求大家继续加强学
习,切实打牢整改的思想基础；坚持问题
导向，切实抓好整改；管好“总开关”、关
紧“铁笼子”，扎实推进作风建设制度机
制的创新， 借活动之力， 解改革发展之
难，强社会管理之举，务改善民生之实。

连日来， 中央第九巡回督导组分四
个小组到我省海口、 三亚等四个市县指
导市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 督
导组成员冒着琼岛 6 月的高温酷暑，深
入基层，调查研究，谈心谈话，严督实导，
为开好专题民主生活会、 推动我省第二
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健康发展
提供了有力的指导和帮助。

省委第一督导组组长吴昌元和第二
督导组组长陈海波分别参加了海口和三
亚市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