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街头果子熟了
烦恼也来了

时下是莲雾挂果的时期， 海口市
多条街道的莲雾树都喜人地挂上了累
累硕果。可是这“公家”的果实熟了也
给人们带来种种烦恼。

6月 16 日， 在海口龙华二横路，
两旁的莲雾树上一串串红红莲雾时
不时地往下掉，地上熟透的莲雾果子
随处可见，有些经过行人和车轮子的
碾压，烂在地上，招来一群群蚊子苍
蝇。 在低矮一点的莲雾树上，经常看
到有小孩子爬上去采摘，带来极大安
全隐患。

据附近市民介绍， 这些果树是绿
化用的，结了果但没人摘，熟了掉下来
烂在地上， 给清洁工和行人带来了不
少的烦恼。 见习记者 陈元才 摄

三亚开展重大火灾隐患整治行动

如未按时整改
一律责令停产停业

本报三亚 6 月 16 日电 （记者林容宇 通讯员陈
帅）为强力推进重大火灾隐患集中整治专项行动，严
格督促隐患单位落实整改，确保专项行动取得实效。
今天上午，三亚市消防、安监、商务、住建、文体、质监
等职能部门深入重大火灾隐患单位开展消防安全检
查，督促指导重大火灾隐患整改。

今天上午，在三亚创新电脑城，专项行动组成员
认真询问日常消防安全管理工作落实情况， 对创新
电脑城各楼层安全出口、疏散通道是否畅通，值班人
员在岗在位情况以及消防设施设备配置等情况进行
严格检查。

记者了解到， 存在重大火灾隐患的单位如未按
时限整改完毕，一律责令停产停业。

海口市中心要建
“最美献血屋”

本报海口 6 月 16 日讯（记者张惠宁通讯员 陈姬
妙）记者近日从海口明珠广场献血屋获悉，海口海秀东
路乐普生商厦对面已经停用 3年的“公交车站”将建
起一座海口最漂亮最先进最舒适的献血屋， 并将成为
海口市城市文明的新标志。

由于交通等种种原因，这个长 30多米宽约 4米
的公交车站已经废弃了 3年，现在它有了一个最好的
归宿———无偿献血屋。 海口市政府已原则上同意省
血液中心的申请，将利用这块闹市中的闲置地新建起
体现美丽椰城的文明建筑———海口明珠新献血屋。

“草图已拟就，待报批后就可以开始动工，估计今
年 10月前可以与市民见面。 ”海南省血液中心主任杨
毅军对记者说。

我省启动“交通事故受害儿童救助基金”

倡导关注儿童安全
本报海口 6 月 16 日讯（记者陈蔚

林）记者今天从省交警总队获知，日前，
省慈善总会联合南海网打造的阳光公
益网专门为交通事故受害儿童设立的
基金项目———“交通事故受害儿童救
助基金”已经正式启动。

据了解，当前，交通事故已经成为
危害孩子们健康平安成长的突出问题
之一。 近三年来，我省共发生涉及儿童
（12岁以下）的道路交通事故 313 起，
造成 123 名儿童死亡，694 名儿童受

伤。 “交通事故受害儿童救助基金”救
助的对象就是本省因交通事故造成受
伤致残或家长伤亡导致生活学习困难
的儿童。

基金成立之后， 交警部门将把交
通事故受害儿童资料发布到阳光公益
网的 “交通事故受害儿童救助基金”
的救助平台， 接受社会爱心人士的捐
助。 同时，公众也可上传交通事故受害
儿童信息， 经交警部门核实后在此平
台接受捐助。

海口今年首批更新
出租车投放市场

本报海口 6 月 16 日讯（记者邓海宁）记者今天
从海口市运管处获悉， 今年新一轮海口出租车更新
工作正在顺利进行中， 第一家完成驾驶员聘用工作
的出租车企业已经完成车辆投放手续， 更新的 53
辆出租车将在 17 日正式投放市场， 满足市民的出
行需要，而第二批更新的 3 家出租车企业目前已递
交相关材料进入审核阶段。

据悉，海口目前全市运营的出租车共有 2700多
辆，根据 5年换新的规定，今年到期更新车辆的企业
有 9 家，车辆 715 辆，更换工作将持续到今年 12 月
份。在海口近日召开的出租车驾驶员招聘资格审核会
议中，对第二批更新的 3家出租车企业递交的驾驶员
资格材料进行了初审，之后将对初审结果作进一步确
认，确认后将在海口市交通运输和港航管理局网站上
予以公示，接受市民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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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美兰区国家税务局
公 告

海南诚信杰科技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460100793104386）：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三稽查局已对你单位的税务违法违章行为

作出税务处理及行政处罚决定、请你单位在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派员
到我局领取《税务行政处理决定书》（琼国税三稽处〔2014〕9 号）、《税
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琼国税三稽罚〔2014〕6 号）。 逾期不领取，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 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
视为文书已送达，届时将依法做出处理。

特此公告！
海口市美兰区国家税务局

2014 年 06 月 17 日

联系地址：海口市海甸二东路国税大厦 14楼
联系人：周儒益 谢玉茵 联系电话：66150030

海南省政协机关公开招聘工作人员
公告

海南省政协机关根据工作需要， 现公开招聘省政协办公厅
秘书处工勤人员（办公文员、机关事业编）1 名，聘用人员的工
资、福利待遇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报名时间：2014 年 6 月 18 日至 6 月 27 日上午：8：30-11：
30； 下午：3：00-5：00 （节假日除外）， 咨询电话：65343249 或
65383661，详情请上网“http://www.hainanzx.gov.cn/或搜索“海
南省政协”网站查询。

海南省政协机关招聘工作小组
2014 年 6月 17 日

��� 乌节路（Orchard Road）之于新加坡，正有如铜锣湾之于香港；
王府井之于北京；银座之于东京；第五大道之于纽约……

时尚之街：新加坡的心脏
新加坡的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曾经打比方说， 新加坡就像是

大英帝国在东南亚跳动的一颗心脏。上风上水的乌节路，无疑就是
这颗心脏中的心脏，各国大使馆、国际机构鳞次栉比。

乌节地王：打造远东神话
“乌节地王” 黄廷方先生是远东机构的创始人，是新加坡最大

的地产商之一。 根据《福布斯》2014年全球富豪榜，黄氏家族以 110
亿美元净资产再度蝉联新加坡首富。

顶级豪宅：创造极致价值
因为土地资源极端稀缺， 远东机构近年来在极端稀缺的乌

节路商圈开发了顶级项目———定制化豪宅品牌 Inessence。 每一
套 Inessence 宅邸的精巧构思和匠心雕琢都源于为奢华的生活
方式创造新的诠释理由。而地处黄金第 9 区的 Alba 正是这样一
个灵感和智慧的艺术结晶， 由屡获殊荣的 Arquitectonica 建筑
事务所倾力为仅仅 50 位富有品位，懂得享受生活的峰层人士量
身设计。

为让更多人感受狮城健康、高质量的生活环境，远东机构特别
推出“ 欢乐暑期，惠聚新加坡”考察游，在 7 月暑期来临之际，报名
者可享受个性化新加坡房产考察一日行， 免费入住远东机构旗下
四星级酒店 2晚，全程中文讲解，机场接送全程专人专车等优质服
务。 预知详情及报名可于 2014 年 6 月 21 日前往海口迎宾馆 2 楼
国宾三厅 “新加坡房产投资沙龙”了解。

新加坡乌节路的奢华：天上的街市

澄迈警方打掉一个未成年人
抢劫犯罪团伙

8名犯罪嫌疑人被抓
本报金江 6 月 16 日电（记者孙慧 通讯员王家

专）记者今天从澄迈县公安局获悉，日前该局成功打
掉一个未成年人持刀抢劫犯罪团伙， 抓获犯罪嫌疑
人 8人，破解持刀抢劫案件 12起。

据澄迈警方介绍，该犯罪团伙从 2013 年 11 月
至 12 月初，专门驾车深夜在临高县、澄迈县等偏僻
路段拦阻行人持刀抢劫，连续作案 20 多起，目前查
找到被害人有 12起案件。

县内连续接到类似报警案件后， 引起澄迈警方
高度重视，成立了专案调查小组开展调查。澄迈警方
在临高、澄迈两地进行摸排调查 8天后，确定了一伙
未成年人犯罪团伙，5 月 7 日，该犯罪团伙在临高县
内一家宾馆聚会时被警方兜网抓捕。

经澄迈警方调查核实， 这 8 名犯罪嫌疑人有 6
名为未成年人，其中年龄最大的 19 岁，最小的未满
14岁。这群青少年多为单亲家庭，有厌学情绪，辍学
后成立团伙，专门租车深夜在临高、澄迈两地持刀抢
劫，造成社会影响极其恶劣。

目前 7名已能承担刑事责任的犯罪嫌疑人被依
法刑事拘留中，等待移交法院判决。

150个车牌号 27日公开竞优发放
本报海口 6 月 16 日讯 （记者李关

平 特约记者周平虎）记者从海南省优选
九二式小汽车号牌号码领导小组办公室
获悉， 我省 2014 年第四期小汽车号牌
优选号码将公开竞优发放，定于 6 月 27
日上午 8 时 30 分起在海口泰华酒店
（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泰华路 2号）接
受现场报名，9时 30分起竞价。

据悉 ， 此 次 有 琼 A3333W、 琼
AU4444、琼 ABX666、琼 B3333G、琼
BAJ666、 琼 EA9288、 琼 EEE333、琼
CLL666、 琼 CA8818、 琼 DG8666、琼
DRR888 等 150 个汽车号牌竞优发放，
具体号牌号码及相关要求请登陆省公安
厅交警总队网（http://hainanjj.gov.
cn）查询。 竞优者以报名的身份证明按

属地车管所管辖原则， 只能竞优属地
车管所管理的小汽车号牌， 不得优选
其他车管所管理的小汽车号牌， 否则
优选无效，所缴成交款不予退还。 但琼
E 小汽车号牌不受属地限制。 对琼 C
其他号牌，辖区各市县可互竞优选。 对
琼 D 字头小汽车号牌， 琼南辖区各市
县可互竞优选。

30所公办幼儿园全部竣工，今秋全面招生

海口新增幼儿学位 1万多个
本报海口 6 月 16 日讯 （记者李佳

飞） 记者今天从海口市教育局获悉，截
至目前，海口市学前教育首个“三年行
动计划” 承诺建设的 30 所公办幼儿园

已全部竣工，今年秋季开始全面招生，将
新增学位 10710个。

据了解，近年来，海口市委、市政府始
终把教育作为最大的一项民生工程、基础

性工程和战略性工程，坚持新增财力向教
育事业倾斜，逐年加大教育投入。 其中，首
个《海口市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计划
于 2011-2013年间，新建、改扩建 30所

公办幼儿园， 总投资约 2.6亿元。 截至目
前，30所公办幼儿园已全部竣工，今年秋
季开始全面招生，新增学位 10710个。

2014年，海口计划再新建 3 所公办

幼儿园，包括海口市港湾幼儿园、桂林洋
中心幼儿园、东昌幼儿园，目前，3 个项
目的前期准备工作已基本完成， 预计年
底前可竣工。

强势后发 打造省会卫星城荨上接 A01 版

深化改革调整结构
发展成果惠及城乡居民

作为农业大县、工业弱县、财政穷县
的后发地区，屯昌努力在新起点上，发挥
优势寻求突破。

屯昌县委书记陈笑波说：“以改革统
筹城乡科学发展，实现稳增长、抓改革、
调结构、惠民生的有机结合，促进县域经
济转型升级，加快民生改善，以合理的发
展速度加快改变屯昌欠发达的状况。 ”

海南龙健食品公司的杨柯新开公
司，当场就办好了工商、税务、质监等手
续。 县政务服务中心常务副主任曾繁星
告诉记者：“工商、 税务等 19 个窗口单
位集中办理，一站式服务。 ”

屯昌放宽非公有制企业的投资领域
和行业限制，引导民间资本进入保障房、
教育、社会化养老等领域。 今年 5月底，
河南投资商赵明签约， 投资 10 亿元开
发雨岭香洲生态休闲度假区，将建设高
端养生养老综合功能社区。

深化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发展。 县长
陈家东描绘美好前景：“屯昌将建设成
为省会卫星城、文化艺术新城、生态科技
产业新城、生态休闲旅游区、现代农业示
范区、海南中部商贸物流中心。 ”

屯昌发挥中部交通枢纽的后发优
势，调整产业结构，在农业产业化、以大
项目推动产城化发展上取得突破。 海南
中城建南药开发公司开发部副经理张

建峰透露：“中国南药产学研基地项目
今年内将开工，投资概算 120 亿元。 ”

县政协副主席、 招商局局长蔡蕊充
满自信：“屯昌步入新一轮大发展、大开
发的新时期。 ”2013 年，屯昌全年洽谈
项目 36个，意向投资额 358亿元。

“发展差异性旅游，以旅游为龙头
的第三产业发展有新突破。 ”分管旅游
的副县长孙成银告诉记者， 屯昌木色湖
风景名胜区等旅游景区规划已定， 大规
模开发在即。 2013 年， 屯昌接待游客
29.44 万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 8985 万
元，同比分别增长 52.3%和 85.9%。

改革发展成果惠及屯昌的城乡居
民。 2013年，投入 1.52亿元推进义务教
育均衡发展，新增学前学位 720个，幼有
所教。 1685名干部与贫困户结对扶贫，
5075人脱贫，弱有所依。 新开工建城镇
保障房 946 套，分配入住 2049 套，居者
有其屋。 农村分散供养五保户 106户首
次列入政府统一安排，老有所养。

特色农业网络营销
产业化发展助农民增收

新兴电子商务对传统的农产品营销
模式形成巨大冲击， 屯昌以改革创新的
视野迎接网络新经济的到来。 屯昌将建
立完善全国 600 个屯昌品牌农产品配
送中心，到 2015 年底，实现农民人均增

收超过 3000元。
屯昌农民热情拥抱网络新经济。 屯

昌高朗洋配送中心主任何海平说：“开
办农村借助网络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训
班，报名来 1万多人。 ”

海南惠农网总经理周山峰预测：“屯
昌创建国家级农村电子商务示范县，屯昌
品牌优质农产品将走向全国、全世界。 ”

电子商务呼唤屯昌农业品牌营销、
产业化发展。 分管农业的县委常委莫正
群说：“去年先后出台 15 个优惠政策，
安排 1000 万元基金扶持农业产业化发
展。 建设屯昌黑猪、 屯昌阉鸡等标准化
养殖项目 12个。 ”

屯昌枫木苦瓜已实行标准化生产。
广州江南市场的瓜菜商王平签订瓜菜合
同，明年将从屯昌购销苦瓜 1万吨。

品牌农产品走向全国， 屯昌农民扩
大种养规模致富。 重庆敦康农业发展合
作社负责人秦敦康签约， 今年购买屯昌
黑猪 20 万 -40 万斤。 西昌镇群星村的
养猪能手薛鸿斌， 今年新建 180 平方
米、10间猪栏。 他说：“我们合作社卖猪
给重庆，养得越多，赚得越多。 ”他去年
出栏 57头黑猪，今年要养 240头黑猪。

立足农副产品丰富的优势， 屯昌品
牌农产品的深加工起步发展， 中德双顺
肉联厂建成投产， 黑猪香肠产品荣获
2013 年德国国际肉类工业展览 3 项金
奖、2项银奖。

屯昌热带特色现代农业前景辉煌，
吸引在外地打工的农村青年回乡创业。
每天下午， 枫木镇大葵村 25 岁的王仕
远夫妻俩都会赶着 51 只黑山羊上山吃
草。 他说：“我们原在海口打工，今年 4
月投资 7万元养羊，收入比打工强。 ”

实体产业集群发展
产城融合加快城镇建设

改革的思维带来全新的城镇化建设
理念。屯昌以产业支撑县城的规模扩张，
使新城区充满活力。

县住建局局长王绥东说：“我们以
产城化理念加快城镇建设， 拉大县城框
架，扩张县城规模，完善县城功能，提升
县城品位，为产业营造良好的承载平台。
以新产业促进城市经济转型升级， 使县
城成为海口高新产业的承接示范点。 ”

2013年底，占地 75亩、总建筑面积
11万平米的农博城开业，使离县城中心
2 公里的城北新区一改荒凉冷清。 “这
里是县城最热闹的地方。 ”海南农博城
物业服务公司经理林向华告诉记者。

产业带来旺盛的人流，给城镇居民带
来财富。 陈文在农博城的农贸市场租 3.2
米的摊位卖菜。“一天卖菜收入 500多元，
养活全家人。 这里环境好，干净舒服。 ”

紧邻农博城的海南中部（屯昌）家
居建材城， 占地 160 亩、700 多间铺面

去年初正式营运。 总经理白和明告诉记
者：“这是海南中部最大的现代化家居
建材超级市场，向中部市县辐射。 ”建材
城创造 4000余个就业岗位。

辐射周边市县的新产业， 增强了屯
昌县城的财富吸纳力。 枫木镇南挽村的
村民陈姑，2013 年初投资数百万元，在
建材城购买 8间铺面，年营业额达 1000
多万元。 她说：“我的 1000 多种建材产
品卖到琼中、定安、海口。 ”

原来开 20 多平方米陶瓷小店的余
桑，看到建材城发展迅猛，今年 4 月投
资六七十万元， 开起国内名牌陶瓷专卖
店，店面扩大到 280平方米。

产城化形成产业集群， 一批重大项
目开工和竣工、落地。 圣大木业 25万立
方纤维板厂、鸿启 100 万吨水泥粉磨站
规模化生产， 富通槟榔初级加工项目上
马。卓达新型材料示范基地、南药产学研
基地、农业装备城等大项目进驻。

分管工业副县长潘乙宁说：“2013
年全年实现工业增加值 2.25 亿元，规模
以上工业增速排名全省第一。 ”

产业集群聚集人流， 刺激屯昌房地
产业的兴旺。2013年，水晶公园等 19个
房地产项目建成面积 100 万平方米，完
成投资 5.1 亿元。 全年商品房交易量
18.99 万平方米、销售金额 6.96 亿元，同
比分别增长 50.5%和 92.4%。

县城新区旺盛创造就业机会，2013
年全县城镇新增就业 5618 人， 转移就
业劳动力 1.01万人。

（本报屯城 6 月 16 日电）

小孩子爬树摘果子成安全隐患。 烂在地上的莲雾无人打扫。

利用征兵受贿 11.8万元

海口琼山一武装部长获刑 10年
本报海口 6 月 16 日讯 (记者金

昌波 通讯员陈丽艳 ) 为了让孩子顺
利入伍,一些家长不惜塞钱“疏通关
系”。 记者近日从省检察院获悉，海
口市琼山区大坡镇武装部原部长阮
金敏接受家长的钱款, 在征兵中收
受贿赂 11.8 万元。 此案由琼山区检
察院侦查终结并提起公诉, 琼山区
法院以受贿罪判处阮金敏有期徒刑
10 年。

现年 44 岁的阮金敏曾任海口市
大坡镇武装部部长、 大坡镇副镇长。
2011年冬季, 三门坡镇吴某想到海军
部队当兵,其父通过关系找到阮金敏帮

忙,并给好处费 1.5 万元。 在阮金敏的
帮助下,吴某顺利入伍,但没能进入海
军部队。 吴某父亲因对兵种不满意,向
阮要回了 5000 元。 同年,在阮金敏的
帮助下, 又有 4 名给了好处费的青年
顺利入伍。

经查,2011 年至 2012 年,阮金敏
利用职务之便,在征兵过程中为请托人
牟取利益,收受好处费 11.8万元。到案
后,阮金敏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

今年 5 月 30 日,琼山区法院作出
一审判决, 以受贿罪判处阮金敏有期
徒刑 10 年,受贿所得予以追缴,上缴
国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