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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6日，2014年新起之秀——亮
艾化妆品新品发布会华彩上演，应邀出
席的嘉宾不仅有享誉时尚界的美妆达
人，更有名人明星助阵。一时间，高朋满
座、蓬荜生辉，而上海亮艾化妆品有限公
司全新推出的系列美容产品，更是让在
场的嘉宾饱享了一场奢华美妆的盛宴。

承办方和主办方很真地对待这次会
议，并做了很细致、客观和全面的策划和
准备，会议远远超出了预期的效果，取得
了圆满的成功。发布会围绕“新品”这个中
心展开，推出多款新品化妆品，现场的与
会嘉宾看着每一款新品，赞不绝口。此次

发布会可谓是亮艾历史上又一次精彩、全
面、智慧的会议，具有里程碑之意义。

发布会的召开为亮艾新品进入市
场打开了一扇窗户，这将加快公司的发
展步伐，从而不断进步。同时，此次会议
也将有利于公司在品牌的树立、技术创
新等方面进行有力的探索，形成熠熠生
辉的亮艾新形象。面对竞争越来越激烈
的市场，公司将更加努力规范企业管理
流程、完善基础建设，营造良好的企业
文化氛围，成为行业中真正的领军者！
新起之秀企业，我们期待着你们的成
长，我们一起关注！

2014年亮艾化妆品新品发布会完美落幕 海南亚奥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4）琼技委拍字第054号

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办理的（2012）潍执字第84-7号汤焕
起与崔希茂、宋闽征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
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由我公司对下列涉案需变现财产于2014年
8月20日10时在我司拍卖大厅按标的物现状进行第二次公开拍卖：海
南省海口市海府大道138号（现改为海府路116号）第30栋房产（产权
证号：25271号），参考价：119.5万元，竞买保证金30万元。1、标的展
示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4年8月19日12:00时止；
2、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2014年8月19日12:00前到账为准；3、缴
款用途处须填明：（2012）潍执字第84-7号（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
款）；4、收取保证金单位名称：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潍坊市分行营业部；账号：15412001040001885；5、特
别说明：过户的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18
号景瑞大厦23层。电话：0898-66776033 13907535506。山东省潍
坊市中级人民法院监督电话：0536-8189216

海南银海开发建设总公司将位于琼海市嘉积镇金海西九横街西的

225.0m2的国有建设用地转让给王式天、蒙国智；位于琼海市嘉积镇九

横街二进的225.0m2的国有建设用地转让给王青山；位于琼海市嘉积镇

银海路的165.0m2的国有建设用地转让给李青隆，根据该权利人向本机

关的申请，现对上述变更事项登报公告予以公告，如对此公告事项有异

议者，请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六十天内以书面形式向本机关提出申诉，

否则，公告期满之后，本机关将依法予以变更登记发证手续。

特此公告！

琼海市国土环境资源局
关于国有土地确权登记发证的公告

琼海市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4年7月29日

海南省监察厅原副厅长符桂森同志，因
病医治无效，于2014年7月31日在东方逝
世，享年83岁。

符桂森，男，海南东方人，1931年10月
出生，1947年11月参加革命工作，1954年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主要历任琼崖纵队政
治部工作队员，乐东县小学教师、县公安局
干事，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党委办秘书科副
科长，乐东县千家公社党委书记兼社长、志
仲公社党委书记、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自
治州委宣传部部长，自治州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兼秘书长，省监察厅副厅长等职。1991
年2月离休。

中共海南省委老干部局
2014年7月31日

符桂森同志逝世

本报定城7月31日电（记者赵优 特约记者林
先锋 通讯员蔡佳栩）记者今日从定安县获悉，经技
术专家连夜排查，定安县高远食品有限公司氨气泄
露事故原因初步判定车间液氨输送管道破裂，导致
液氨发生泄漏。7月30日早上6时20分，该公司生
产车间发生液氨泄漏事故，造成多人中毒。

事故发生后，定安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要求
尽最大努力抢救伤员，防止次生事故发生。当天夜
里12时，高远食品有限公司总部从山东派技术专家
赶到高远工厂，经技术专家连夜排查，此次事故原因
初步判定为熟虾生产车间顶棚上的液氨输送管道焊
接处破裂，导致液氨发生泄漏，造成部分人员中毒。

截至目前，此次事故已造成27名企业职工中
毒，无一例死亡。其中20人已康复出院，住院的
7人身体整体状况恢复良好。下一步，定安县塔
岭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和定安县工信局将继续协
调有关部门做好善后处理工作，并责令企业进行
整改调查，待整改验收合格后才能进行生产。同
时还将在全县范围内对工业企业进行安全生产大
检查，努力消除安全生产隐患，有效防范和坚决遏
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定安液氨泄漏事件原因初步查明

管道破裂致液氨泄漏

本报那大7月31日电（记者易宗平 通讯员
郭树护）“现在有求学深造的机会，我们要好好珍
惜，增强为群众服务的本领。”今天，儋州市那大镇
大同社区党支部书记林秀燕说。和她一样，7月
30日该市有113名农村（社区）干部参加海南政
法职业学院大专班开学典礼。

儋州市部分农村（社区）干部还是高中学历，
而提升干部文化水平是增强基层战斗力的重要举
措。今年4月，该市组织他们参加海南政法职业
学院大专班入学考试。经过笔试、面试，113名农
村（社区）干部获得入学资格。其中，作为“西部中
心城市”建设核心区的那大镇有83名，其他15个
镇共有30名。

据悉，在海南政法职业学院村干部大专班教
学上，采取学员到该学院上课（寒、暑假期间）和学
院派教师到儋州授课两种形式，学制三年。将开
设计算机应用基础、法学概论、涉农民法、涉农刑
法、农村（社区）公文写作、声乐等课程，修满学分
的合格者方可获颁毕业证书。

113名农村社区干部
到大学求学深造

本报海口 7 月 31 日讯 （记者张
惠宁）我省是移民大省，在上世纪五
六十年代有大量的人员告别家乡前

来开发建设海南岛，他们退休后有许
多人叶落归根，回原籍居住。8 月 1
日起，这些居住在外省的离退休人
员，在当地商业银行领取养老金时将
免收手续费。

人社部《关于贯彻落实免收基本养
老金商业银行本行异地取现手续费规定

的通知》，近日已下发至全省各地社保经
办机构，8月1日起，这一普惠全国异地
居住离退休人员的政策，也将在我省全
面实行。

据了解，根据不久前发展改革委、中
国银监会发布的《关于印发商业银行服
务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目录的通知》，商

业银行免收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和本行签
约开立的个人基本养老金（含退休金）账
户，每月前2笔且每笔不超过2500元
（含2500元）的本行异地（含本行柜台和
ATM）取现手续费。

需要明确的是，基本养老金是指
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发放的基本

养老金（含退休金），不包括由企事业
单位或商业机构负责发放的补充养老
金（含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社会保
险经办机构是指负责发放机关事业企
业单位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含退休
金）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金的社会保
险经办机构。

我省离退休人员有好消息

养老金异地取现今起免收手续费

本报三亚7月31日电（记者张靖
超）园林工人在前面扫废枝落叶，几名
云南游客在后面乱丢垃圾。园林工人
制止时发生冲突，导致其手指、手臂等
处受伤。记者今日从三亚市河西园林
绿地管理所了解到，事情过去近两周时
间，但该园林工仍未伤愈复工。

7月15日下午，该所园林工陈成琼
像往常一样在清扫绿化带。然而，她发
现几位游客随手将垃圾丢在刚清理完

毕的地面上。便走过去，边将游客随手
丢的垃圾扫干净边劝他们不乱丢垃
圾。没想到，一位女游客却说，“我们不
丢垃圾，你怎么有活干？”其他几名同行
的游客也在一旁辱骂。

据陈成琼介绍，在随后发生的争执
中，一位游客将她的围巾拉下来罩住她
的眼睛后，其他几位游客便围住她一阵
殴打。其中有一位游客拿起垃圾桶砸
向她，导致她的右手指、左手臂等部位

受伤。从一位现场市民拍摄的照片中
记者看到，其中一位游客抬起脚正踢向
陈成琼。最后，经过派出所民警协调，
几位云南游客当场给陈成琼赔礼道歉，
并赔偿陈成琼医药费1.5万元。

在三亚湾海月广场，一位当时目
击了现场的市民认为，园林工人制止
乱丢垃圾被打，几位游客确实过分，
园林工辛勤的劳动应受到全社会的
尊重。

这几个人为何这么狂？

乱丢垃圾不听劝 反而围殴园林工

本报海口 7月 31日讯 （记者郭
景水 通讯员高春燕 贠丁琦 实习生
李艳）“我已经收到了中国人民解放
军空军航空大学航空飞行与指挥专
业的录取通知书，在8月 5日到学校
报到。”今天下午，在接受记者电话采
访的时候，保亭中学18岁的高三应届
黎族毕业生温传智，沉浸在飞上蓝天
的渴望里。

能够录取为空军飞行学员，温传
智在高考前后过了三道“检查关”：初
检在三亚，复检到广州，定检赴北京。

“初检的时候，同学和我一共有5个人，
到了复检则只有3个人，最后定检的时
候就只有我一个人了。”说起参加空军
飞行学员的选拔过程，温传智说。

如何才能闯过数道关口成为一名
空军飞行学员，温传智支招：首先学业
成绩要好，另外身体素质要过硬，其中
身体素质特别包括视力要好，“我现在

左右眼的视力均为5.2。另外心理素质
也要好，体检的环节中有专门心理素
质的检查内容。”

三年前中考时候，温传智的成绩
仅仅够进入保亭中学，如今能够考入
空军飞行学员，将来翱翔在祖国的蓝
天，这都是温传智在学校氛围的努力
下取得的。“学校在高考准备上更有针
对性，这样才大幅提高了我们的高考
成绩。”温传智说。

对于如何练就好的身体素质，温
传智说，在学习之余，参加各种运动很
有必要。“我从初中就开始打篮球、排
球、羽毛球。”

“温传智是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第一个考入空军航空大学的黎族学
生。”保亭县教育局局长、保亭中学校
长伍四明告诉记者，作为理工类考生，
温传智在今年高考中考取了626分，高
于一本分数线20分。

保亭黎家

“飞”出首个空军飞行学员

本报海口7月31日讯（记者郭景
水 通讯员高春燕 实习生李艳）省考试
局今天正式公布我省本科第三批录取
的最低控制分数线：文史类498分，理
工类482分，体育类389分（术科成绩
71分）。8月3日至6日进行录取，8月
1日至2日模拟投档。

省考试局新闻发言人介绍，本科第
三批的最低控制分数线划定的办法是：
结合我省本科三批的计划数，按照1：
1.2的比例划定本批次各科类的录取最
低控制分数线。

与去年（文史类 517 分，理工类
495分）的分数线相比，今年我省本科
三批各科类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有所
降低，省考试局新闻发言人分析主要原
因有：1.计划增加。今年我省本科三批
计划数是9090个，比去年增加了1490
个计划；2.报考人数少。文史类，在498

分以上的考生总计8027人，但实际“线
上”报考人数是4993人；理工类在482
分以上的考生是9050人，实际“线上”
报考人数是5849人。

另据了解，在录取工作中，省考
试局会积极争取院校为我省增加招
生指标，为考生争取被本科院校录取
的机会。在本科三批招生计划增加
而选报三本人数较少的情况下，按照
原来的1：1.2 比例划线，分数较之去
年是降低了。

根据省考试局的统计，三本的报
考人数 12703 人，其中文史类报考
5616人，理工类报考7008人次，体育
类报考130人次（体育类的考生可兼报
理工类院校）。本科三批招生计划
9090 人，其中文史类计划招生 4155
人，理工类计划招生4864人，体育（理）
计划招生71人。

本报海口7月31日讯（记者李佳
飞 实习生潘媚）海口市教育局今天发
布信息提示，海口城区中小学生新生8
月1日开始网上登记报名，报名学生和
家长可登陆海口市教育局官方网站，通
过7个步骤即可完成登记，8月5日前
可修改个人信息。

海口市教育局温馨提示，在登记过
程中，若信息填写有错，可随时点击“返
回上一步”按钮进行修改。登陆密码可

修改，如填写信息有误，8月5日前可再
登陆系统修改信息。

首先，学生（或家长）应打开浏览
器，访问海口市教育局门户网站
（http：//www.hkjy.cn），点击“小学、
初中新生入学申请登记”访问系统，
点击“初次申请登记入口”按钮开始
登记；然后，根据新生户籍性质，选择
升学类型及入口（例如本市户籍进入

“本市户籍入口”）；查阅须知，确认具
有申请登记条件后，勾选“我已阅读
上文，并确认符合入学申请登记的条
件”，点击“确认并继续”按钮进入下
一步；按照内容要求依次填写资料，
填写完毕后，点击“下一步”按钮继
续；根据实际情况勾选已经具有的申
请材料，点击“下一步”按钮继续；仔
细核对所填写的资料，确认无误后，
勾选“我确认上述的个人资料真实准
确！我明白如提供的资料不真实准
确，将导致登记失败”，点击“确认并
提交”完成登记。

给新生网上报名的家长注意了

信息误填可在8月5日前修改

⬇ 7月31日下午，海警一支队官兵带着
食品等来到海口市社会福利院，看望生活在这
里的孤寡老人，陪老人聊天解闷一起欢度八一
建军节。 本报记者 古月 通讯员 吴意 摄

⬅ 7月31日，武警三亚支队，迎接八一建
军节，内部军事比武在该支队训练靶场举行。

据悉，比武将持续2至3天。比武项目共
有5个大项，其细分为打靶射击、徒手攀登等11
个小项，均是围绕实战任务需要安排，并制定其
要求。图为战士们在徒手攀登。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毛文秀 摄

⬆ 八一建军节前夕，琼海市持续3天的庆
祝红色娘子军民兵连成立45周年系列活动在
娘子军故乡阳江镇举行。图为7月31日红色
娘子军民兵连在进行军事训练科目表演。

本报记者 张茂 特约记者 蒙钟德 摄

新闻追踪

儋 州

渔讯

本报金江7月31日电（记者孙
慧 通讯员李健 特约记者陈超）“感谢
地方，我们没想到这么快就能喝上自
来水！”今天上午，驻军某部澄迈雷达
站负责人唐召辉试着拧开水井房的龙
头，清冽的自来水喷涌而出。

雷达站自1979年建站以来，全站
数十号人，仅靠一口自建的10多米深
水井维持日常用水需求。随着周边生
活环境变化，水井水质下降，已不符合
生活用水饮用标准。“井水的大肠杆菌
超标，重金属超标，官兵体检时，不少
人因此患上了肾结石。”唐召辉告诉记
者，用上卫生安全的自来水成为雷达
站迫切解决的难题，刚开始，该站打算

自己从附近有自来水的村庄接自来水
管，但村里的水压低，拉不了。后又想
从县城重新接一条自来水管过来，但
费用太高，站里承担不了。

今年7月初，雷达站给澄迈县政
府打了报告，请求县政府帮助解决站
里的饮水问题。得知这一情况，澄迈
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立即将子弟兵
用水问题提上重要议事日程，马上就
办，特事特办。离水站太远，就新建管
道；装不上10吨的水塔，就分成两个
5吨的安装；水压不够，就添加增压设
备，充分发扬澄迈“白加黑”、“五加二”
的工作精神，从打报告到完成自来水
工程，仅用了15天时间就彻底解决了

部队官兵的用水难题。
“你们也尝一下，这水甜得很啊。”

唐召辉从水龙头下接起一捧水，大口
大口喝起来。

记者从澄迈县双拥办了解到，澄迈
坚持军民融合式发展，不断开创双拥工
作新局面。该县把加强部队正规化建
设和改善官兵生活、工作、训练、执勤条
件作为大事来抓，仅去年就安排了财政
预算4274万元，解决驻军警部队各种
困难。而驻地官兵也积极支援地方经
济建设，在此次“威马逊”超强台风中，
成为广大群众“召之即来，来之能救”的
生命财产“保护神”，协助澄迈率先完成
灾后道路、供水、供电、通讯的恢复。

驻军35年用水难 澄迈15天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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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7月31日讯（记者罗霞 实习生吴
小璠 陈秋云 特约记者邓韶勇）为期两个半月的
南海伏季休渔将于8月1日中午12时结束，我省
8994艘休渔船只将扬帆出海，撒网开捕。

今年南海伏季休渔期始于5月16日12时，省
海洋与渔业厅提供的数据显示，我省今年休渔船
只8995艘，总功率约62.8万千瓦，全省涉及休渔
船员3.4万余人。休渔期内，全省沿海市县渔政
执法部门加强港口和海上执法检查，及时监控渔
船归港在港情况，做到“船进港、证集中、网封存、
人上岸”，较好地实现了休渔目标。

休渔期间，全省渔业主管部门开展了渔业安
全检查，共查出隐患渔船400余艘，并要求这些渔
船进行整改。

据了解，从7月30日起，各级渔港监督部门
已开始为渔业船舶办理出港签证。

我省渔业主管部门提醒广大渔民，不要购买
使用劣质柴油，防止因劣质柴油引发安全事故，各
渔船出海前要进行一次安全检查。不得雇请无证
船员上船工作，教育船员自觉遵守安全管理相关
规定，确保今年伏季休渔开捕工作顺利实施。

南海今日开渔

三本录取
分数线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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