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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生产 重建家园 综合

本报石碌8月 6日电 （记者杨勇
通讯员陈岚鹃）受洪水侵袭，昌江黎族自
治县昌化镇的交通设施和水利设施损毁
较为严重，直接经济损失2.3亿元，杨柳
村更是昌化镇中的重灾区。

位于昌化江入海口的杨柳桥，是杨柳
村和咸田村村民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通
道。这次台风中，杨柳桥锥坡桥头引道被
冲毁达100多米。灾后，昌化镇集中力
量，抢修出一段简易的临时通道。目前，
杨柳桥已能够正常通行各种车辆。

与此同时，距离杨柳村和咸田村
仅两公里，建于 2009 年的杨柳村防
洪堤坝，被洪水冲出一段长约 90 米
的豁口。

目前，昌化镇正组织人力加紧修复
被损毁的堤坝。昌化镇镇长赵恒江说，
目前农户的用水用电等基本生活已恢
复正常，修复的生产用水损毁工程大概
达到总损毁量的70%以上。

昌江杨柳村用水用电基本恢复

■ 本报记者 赵优 通讯员 黄钰茜

不到一人高的细小木麻黄依然挺
立，可枯黄的叶子透出荒凉，树没倒，树
皮早已被风沙打坏，连日高温下，渐渐
没了生机。

走进翁田镇的海边，与萧条景象相
对应的，却是农户们的一张张笑脸。对
于坚强不屈，自强不息的人们来说，台
风只是个插曲。他们穿过风雨，擦干眼
泪，积极恢复生产，用双手谋划未来。

血本无归
西瓜户：筹钱再种，赚回来

海边的沙土地白得耀眼，一个个腐烂

的西瓜铺在田里，看得让人心疼。还有四
五天就收获了，一场台风过后，几个月的
心血付诸东流。“前几天，压根笑不出来。”
翁田镇龙北村委会的西瓜种植户吴旭看
着60多亩被毁的西瓜，倒也淡定许多。

台风刚过，大批工人前来抢修电
网。看着工人们在高温中汗如雨下，嘴
巴干裂，吴旭硬是从地里挑出一车稍微
完好的西瓜送给工人们，“西瓜不能卖
了但还能吃，我们帮不上什么忙，能给
工人们解渴也行。”

吴旭在这场台风中损失30多万元，
亏了不少肥料、瓜苗钱，还欠下工人工
资4万元。“最难受的就是欠工钱，夜里
睡不着觉。”吴旭说，虽然自己血本无
归，可还是东凑西借，总算给家庭困难

的几个工人结了工钱。
再过一个多月，吴旭就要去陵水，

继续他的西瓜事业。“只要继续种，就
有赚钱的机会；不种，就不可能赚钱。”
吴旭说，他之前已经在陵水租下 100
多亩地，就等着 10月份种下瓜苗，春
节期间上市，趁着价格好，也能赚一
笔。可资金缺口大，没有本钱投入生
产，成了吴旭最着急的事。听说农信
社有发放救灾贷款的优惠政策，吴旭
准备动身去咨询贷款事宜，希望为下
一步的生产筹点本钱。

离开瓜地时，吴旭在一堆狼藉的肥
料中挑出几袋搬上了车。“以后还能用
呢！”吴旭笑着，等待着在陵水的西瓜地
里继续为瓜苗施肥。

损失惨重
养螺户：扩大生产，有信心

“已经恢复90%了，早点恢复，就能
早点赚钱！”在文昌绿生养殖专业合作
社的东风螺养殖基地，负责人林联正和
工人们一起，修补铁架和天网，两只手
臂已经被晒脱了皮。

翁田镇堆头村委会邦庆西村遍布各类
海产养殖基地。在此次台风中，绿生养殖
专业合作社61亩养殖基地损失惨重，螺
池、海井、管件、棚架等损失惨重，直接成本
损失310余万元。“赚了4年的钱，一天就没
了。”林联看着满目疮痍的基地感叹。

“再不恢复，就要吃萝卜干了！”来不

及消沉，林联带领工人赶紧补救仍还存
活的螺。经过及时恢复，台风前投放的
螺苗还有3个月就可投放市场，台风过后
也已投放20多个池的螺苗。记者看到，
一个个螺池已经恢复正常，不断喷水放
氧，东风螺趴在池边，长势喜人。由于村
里还未通电，基地利用5台发电机抽水发
电，保障生产，可一天一万元的成本让林
联有些吃不消，盼望着村里和基地尽快
通电，“提前一天通电，就能省点钱。”

记者看到，另一边，160多个螺池在
热火朝天的建设当中，那是林联新建的基
地，准备扩大生产。“不仅要恢复生产，还
要扩大生产，我有信心！”经过此次台风，
林联还计划能够为养殖基地投保，尽量减
轻风险。 （本报文城8月6日电）

文昌农户淡定面对天灾,积极谋划未来

“早点恢复生产，就能早点赚钱”

■ 本报记者 洪宝光
特约记者 黎大辉

“锦哥好，帮我看看我家的桑田。”8
月6日上午，山区琼中比较闷热，琼中
黎族苗族自治县湾岭镇竹朗村村民陈
传江正在桑田忙碌着，湾岭镇桑蚕办
农民专家陈世锦的到来，让他喜出望
外，急忙迎上来询问相关事宜。

来到桑树边，陈世锦蹲下来，慢慢
地观察田地里的桑树，发现桑田地处
低洼地，受台风影响，部分桑树被淹，
他告诉陈传江此时除了及时排水外，
为了不影响桑树正常生产，应及时施
打多菌灵，否则会影响收成。

陈传江告诉记者，受超强台风“威
马逊”影响，他家种植的3亩多桑树被
洪水浸泡，台风刚过，陈世锦就来到他

的桑田，指导他排水及补救措施。
在今年台风中，湾岭地区共有50

多亩桑田被洪水浸泡，在洪灾面前，陈
世锦等技术人员来到各个村庄进行巡
查，及时排除各种困难。湾岭镇220多
户养蚕专户不仅认识陈世锦，而且还
有他的电话号码，在养蚕过程中遇到
各种难题，只要拨打电话，热情憨厚的
陈世锦就会骑车到田头实地指导。

中午时分，在和平镇新兴村，烈日
下，和平镇蚕办农民专家李科威来到
种桑养蚕农户盘上妹的桑田里，指导
她如何管理和剪接桑叶。

据琼中农业局负责人介绍，台风
过后，10个乡镇的种桑养蚕专家纷纷
到农村了解情况，帮助村民解决难题，
确保大灾之后不影响全县桑蚕产业的
健康发展。 （本报营根8月6日电）

琼中部分桑田受灾

专家田间支招保增收

8月6日，工人们正在昌江县石碌水库主
干渠43公里处抢修被洪水摧毁的堤坝。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李德乾 摄

近期，有不法分子伪造海南省财政厅公文，

向各市县财政局及部分单位征订《政府采购非招

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实施应用手册。请各单位

谨防上当受骗，切实维护好自身权益。

海南省财政厅

2014年8月7日

声 明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1405HN0059-1号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转让“宝岛2”滚装船，该船建
造于1989年，总长58.83M，型宽11.6M，型深3.8M，满载吃
水 2.5M，总吨位 626。挂牌价格为 1014120 元。公告期：
2014年8月7日至2014年9月3日。详情请登录海南省公共资
源交易网 （http://www.ggzy.hi.gov.cn）、海南产权交易网
（http://www.hncq.cn） 查询。联系方式：海南省公共资源
交易服务中心产权交易21号窗口，电话：65303602，海口市
龙昆南路凤凰新华文化广场五楼海南产权交易所，电话：
0898-66558026 （杨先生）、0898-66558023 （李小姐）。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4年8月7日

水云天·千年龙湖居项目建筑方案规划公示
海南迪纳斯投资有限公司拟建的“水云天·千年龙湖居”项目用地

位于丘海大道与美俗路交叉口，总用地面积16109.36m2，属《海口市
海秀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B片区》B20-1地块。控规指标为容积率≤
1.08（3.5），建筑密度≤18%（12%），建筑高度≤20米（120米），绿地率
≥45%，申报方案拟建1栋地上27层/地下1层商住楼，建筑性质为居
住及配套设施，建筑面积地上37616.63m2/地下8562.72m2，计容建筑
面积37409.69m2，容积率2.32，建筑密度17.11%，绿地率45%，层数
27层（79米），停车位346辆，送审容积率为控规的上浮值，该项目已

组织专家论证通过。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与公众的意见和建议，现
按程序进行规划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4年8月7日至8月20日）。
2、公示地点：海口规划网站（www.hkup.gov.cn）、建设项目现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up0898@163.

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2055房
海口市规划局规划建筑技术审查一处，邮编570311。（3）意见或建议
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
68724369，联系人：聂晓兰。

海口市规划局
2014年8月7日

海南华生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140807期）

现受海口海关委托，定于2014年8月14日上午10时在我公司拍卖
大厅公开拍卖：1、复合木地板8916.6平方米(按现状交付，面积以实地展
示为准）2、早餐板1511箱。3、孔雀石工艺品137件。4、汽车仰卧器总
成3719个。5、室内空气开关7个6、内衣裤121套另加单件128件。7、
旧手机等旧电器1批、卫星导航仪2个。8、古驰行李包、万宝龙石英表等
用品一批。9、J61A车型进料加工剩余料件一批。标的展示时间：2014
年8月12至13日。展示地点:海南省海口市海甸岛沿江三西路海关私货
仓库。上述标的依现状净价拍卖，整体优先。有意竞买者，请于2014年
8月13日下午5时前交纳竞买保证金（保证金以款到账为准），并到拍卖
公司了解详情及办理竞买手续。拍卖单位：海南华生拍卖有限公司。公
司地址：海口市国贸路36号嘉陵国际大厦21层2122室。联系电话：
0898-68598868、13519842717。监督电话：68516382。

中标公示
三亚市崖州中心渔港海堤工程施工标/监理标于近日完成了开

标、评标工作。经评标委员会推荐：
施工标：
第一中标候选人：海南第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海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广东省化州市建筑工程总公司
监理标：
第一中标候选人：河南卓越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河南宏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河南省兴豫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公示期为3个工作日(2014年8月7日至8月11日)，如有异议

请在公示期内向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提出书面质疑。电话：
0898-88262633。

海南省潮商经济促进会成立于1995年，后来因主管单位机构产生变化，经海南省民政厅批准（琼民管登字[2014]322号）批
准、海南省商务厅（琼商务函[2014]204号）为主管单位，海南省潮商经济促进会进行重新登记注册，本会以促进经济、弘扬文
化、服务社会、合作共赢、敦睦乡谊为宗旨。将团结凝聚广大在海南的潮汕乡亲，推动海南与潮汕两地交流合作，更好地为建
设海南国际旅游岛做出贡献。

海南省潮商经济促进会是（包括汕头市、潮州市、揭阳市、汕尾市等）潮籍人士自己的社团组织，成立海南省潮商经济促进
会是海南潮籍人士共同的期望。本会将为会员提供各项服务，原己加入促进会的会员资格不变，热忱欢迎在本地及外地来海
南工作的广大潮籍人士踊跃报名入会，积极为促进会建言献策，并望相互转告。

为方便报名入会，可登陆海南潮人网/海南潮商网（域名www.0898cs.com），填写海南省潮商经济促进会企业入会登记表进
行网上报名或发至本会邮箱（cr0898@163.com），欢迎前来本会咨询。

特此通告。

筹备成立海南省潮商经济促进会通告

海南省潮商经济促进会筹备组
2014年8月6日

地址：海口市新港路9号新港商业城C区三楼
电话：0898--68636299 65360688 18976998888
传真：0898--68636599
网址：www.0898cs.com（海南潮人网/海南潮商网）
电子邮箱：cr0898@163.com

到 2014 年年底，三亚、东方基
本完成农村土地确权登记工作；儋
州、昌江在去年基础上再完成 2个
乡镇的全区试点工作（含去年试点
乡镇共4个乡镇）；海口市每个区至
少完成 1 个乡镇的全区域试点工
作；其他市县至少完成 2个乡镇的
全区域试点工作。

要建立省、市县（区）、乡镇三级
农村土地承包电子信息系统。同时，
省、市县要建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流转市场，健全村有信息员、乡镇有
服务站、市县（区）有服务中心、省有
交易平台的四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流转服务网络，实现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权流转信息公开化、透明化，鼓
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以招标、拍
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流转。

——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
印发的《2014年海南省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权确权登记试点（扩大）工作
方案》

2014年工作计划：

7月，东方市江边乡完成土地确权
工作。 杨树 摄

全省农民朋友们：

你们好！土地始终是农民重要
的生产资料、最大的财产、最可靠的
生活保障，是广大农民朋友赖以生存
的命根子。为保障广大农民朋友的
土地权益，1996至1999年，我省开展
了二轮土地延包工作，在第一轮土地
承包的基础上，再延长30年，促进了
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稳定。但随着
城镇化、工业化深入发展和农业现代
化持续推进，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出现
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农户承包地“四
至不清、面积不准、空间位置不明、登
记簿不全”、开荒地承包手续不完善、
农村土地流转“三过”（租期过长、租
金过低、面积过大）等问题日益突出，
矛盾纠纷不断，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
村社会的和谐稳定。十八届三中全
会、今年中央1号文件都明确提出，
要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
记工作，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有关文件精神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
法》，省委、省政府决定用三年时间
（即到2015年底）基本完成我省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工作。
这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

记的目的：一是为保持农村土地承包
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打好基础；二
是明确承包地块四至边界，减少土地
纠纷；三是按实际面积调整传统的习
惯面积，保护农民在土地流转、土地征
用等方面的财产权益；四是完善农村

“开荒地”承包手续；五是进一步规范
农村土地流转。为确保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权确权登记工作顺利开展，希望
全省农民朋友积极配合并参与。

一、这次确权登记颁证工作不是
重新发包土地，不是推倒重来，而是
在二轮土地承包的农户承包地不变
的基础上进行的。全省农民朋友们
要向市县区、乡镇、村委会工作人员
提供承包户代表和所有共有人的户
口复印件、现有承包土地的有关证
书、合同等，配合完成入户调查相关
表格填写。同时，广大农户应如实向
村集体申报承包的或自行开荒耕作
的每一块土地。

二、在测量成图阶段，要按乡镇
的统一安排，参与现场指界、测量，调
解纠纷，配合完成现场测量相关表格
的填写。

三、农户承包地要进行出租、转
包、转让、互换等的，必须符合农村土
地流转程序，按要求做好登记、备案、
存档工作。

四、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

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的，应当事
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
议2/3以上成员或者2/3以上村民代
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
登记、存档。

五、为了保障本项工作成果的
准确性，在承包经营权信息公示、
合同签订、经营权证发放等阶段，
农民朋友们务必认真核对承包地块
的信息，特别是面积和四至范围，
对于有疑问的，请及时联系乡镇确
权登记工作人员，以便审核、修改。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
工作，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子孙的
工作，政策性强，涉及面广，时间紧，
任务重，希望广大农民朋友积极配
合。我们相信，在广大农民朋友的
大力支持下，在全省上下的共同努
力下，我省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确权登记工作一定取得圆满成功。

祝大家生产发展、生活富裕、身
体健康、合家幸福！

海南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确权登记试点工作领导小组

2014年8月6日

致全省农民朋友的一封信

本报文城8月6日电（记者赵优 通讯员符
文丹）急！急需种子！近日，文昌市会文镇政府
工作人员问遍海口琼海等地的种子经销商，仍买
不到青菜种子。家屯洋100余亩备耕土地无种
可种，农户们心急如焚：早点种上，早点收获，早
点挣钱！

“你看，土地都翻耕过了，就等种子了！”5
日上午，在文昌市会文镇家屯洋常年蔬菜基地，
家屯村村民小组组长吴照明指着一块农田，焦
急地说。

一同前来指导生产的农艺师林妙媚道出原
因：近期天气炎热，土地较为干旱，青菜不仅耐
热抗病，而且产量高价格好，在市场上供不应
求，在恢复生产中，成为农户的第一选择，可在
本地已经买不到种子。吴照明挥了挥手中的“珍
宝甜菜心种323”种子包装，“光我们村就需要好
几百包呢！”

会文镇副镇长洪震告诉记者，作为常年供
应文昌、海口、琼海等地市场的蔬菜生产大镇，
会文镇成立技术服务小组，派出农技人员下田
指导，对于受损较小的蔬菜加强管理，争取早日
上市。同时，台风刚过，便指导农户抢种速生叶
菜，确保市场有效供给，“不误农时，尽快上
市”。目前，全镇1200余亩蔬菜种植基地已经
恢复近半，其中家屯洋已种植叶菜100余亩，备
耕100余亩。海南市场买不到青菜种子，会文
镇准备向广州等地采购，同时发动蔬菜收购商，
尽力拓宽种子购买渠道。

文昌蔬菜备耕农田
等种子下地

昌江特大洪灾后抢修
被毁水利保农业生产

本报海口8月6日讯（记者梁振君 通讯员
刘棠琳 肖奉仪 实习生林诗婷）为帮助受灾农场
开展灾后自救和恢复生产，省农垦总局迅速行动，
截至昨日已多方筹集救灾资金5309万余元，其中
总局自筹近340万元，省财政下拨第一批救灾资
金1000万元，争取中央救灾补助1000万元，垦区
爱心捐赠总计286万多元，省财政第二批救灾资
金将下拨海南农垦2683万元。目前，省农垦总局
已下拨受灾农场2315万元，用于支持各受灾单位
开展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海南农垦筹措
救灾资金5309万余元

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