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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8月8日讯（记者金昌波）
记者今日从省检察院获悉，该院日前决
定，指定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依
法对海南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原
主任赵中社（正厅级）涉嫌受贿犯罪立案
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案件侦查工作
正在进行中。

海南检察机关
依法决定对
赵中社立案侦查

据新华社北京8月8日电（记者樊曦）“充电宝”
（又称移动电源）如今已经成为很多人出行的必备品。
记者8日了解到，为了确保航空运输安全，民航局已专
门发布公告，严禁旅客携带额定能量超过160Wh（瓦
特小时）的“充电宝”乘机。

根据现行有效国际民航组织《危险物品安全航空
运输技术细则》和《中国民用航空危险品运输管理规
定》，民航局规定旅客乘机时携带的“充电宝”必须是用
于个人自用，并只能在手提行李中携带或随身携带，严
禁在托运行李中携带。

规定对带上飞机的“充电宝”额定能量也有所限
制。额定能量不超过100Wh的“充电宝”无需航空公
司批准；额定能量超过100Wh但不超过160Wh，经航
空公司批准后方可携带，但每名旅客不得携带超过两
个“充电宝”；严禁旅客携带额定能量超过160Wh的

“充电宝”登机，未标明额定能量同时也未能通过标注
的其他参数计算得出额定能量的“充电宝”也严禁携带
乘机。

规定还明确，旅客不得在飞行过程中使用“充电
宝”给电子设备充电，对于有启动开关的“充电宝”，在
飞行过程中应始终保持关闭。

旅客乘机不得携带
超过两个充电宝
额定能量不得超过160Wh

本报海口8月 8日讯（记者彭青
林 通讯员洪媛媛）三沙市把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成果迅速转化为立行立
改的具体整改行动。日前，三沙市委审
议通过了《三沙市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
活会整改措施落实清单》，对会上查摆
出的问题一一明确整改措施、时限等。
其中7项“立行立改”项目，包括投入千
万元支持渔民转产转业等，全部都是关
系三沙干部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

据悉，《三沙市领导班子专题民主

生活会整改措施落实清单》根据民主生
活会上查摆出的问题和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中征求到的意见建议，共列出
了24个方面的48个整改项目，涉及政
权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民生改善、生态
环境保护、双拥工作、党风廉政建设、科
学管理等各个方面。

在这份“整改清单”上，每一项整改
项目都明确了具体的目标要求、整改时
限、责任领导、责任单位、直接责任人等。

三沙市委书记、市长肖杰表示，《整

改措施落实清单》涉及的都是三沙干部
群众普遍关心或反映强烈的问题，是市
领导班子对全市人民作出的郑重承诺，
一定要“言而有信，说到做到”。

“整改清单”中，7项群众最为关
心、直接关系其切身利益的事项，被确
定为三沙市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立行立改”的内容，包括扶持渔民转
产转业、兑现渔民住岛作业津贴、提高
工作人员艰苦岛屿作业津贴标准、实施
出海补贴政策等。

转产转业是三沙渔民在教育实践
活动中提出最多的问题之一，已经被列
为三沙市当前的重要任务。三沙市今
年将投入1000万元，作为支持渔民转

产转业的首笔专项资金。通过大力发
展海水养殖业、深化水产品加工业、积
极拓展远洋渔业、发展旅游和休闲渔业
等，多措并举，提升渔业生产层次，推进
渔业经济可持续发展。

三沙市政府预计投入280万元实
施渔民住岛作业津贴政策。根据规定，
对每年在西沙群岛住岛时间满180天
以上的渔民，按照永兴岛每人每天35
元、七连屿每人每天40元、永乐群岛每
人每天45元的标准发放住岛补贴。对
南沙美济社区居民，住岛时间满150天
的渔民，按照每人每天80元发放住岛
补贴；不满150天的渔民，每人每天发
放60元补助。

三沙投千万支持渔民转产转业
将发放渔民住岛作业津贴

本报三亚8月 8日电（记者陈成
智 符王润）三亚市日前出台《关于进
一步加强规划管理集约利用土地促进
城乡统筹科学发展的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对三亚在土地出让、资源
管理、规划管理等方面作出严格规
定。明确政府不再与企业合作实施
新的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并严格处置

闲置土地。
根据《意见》，在加强重点产业项

目引进和管理方面，三亚市将加强项
目准入管理，按照亩产效益标准筛选
项目。同时规范项目规划建设等审批
进程管理，建设单位在取得规划建设
阶段性审批意见后，须在规定时限内
办理下一阶段的审批许可，直至开工

建设；未按时限要求办理的，本阶段审
批意见自行失效。

为了加强土地资源规范集约利用，
三亚市还将由政府负责实施土地成片
开发，不再与企业合作实施新的土地一
级开发项目。三亚市还将严格处置闲
置土地，对因土地使用者自身原因造成
闲置的土地，闲置时间满1年的依法征

收土地闲置费，闲置时间满2年的依法
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

今天上午召开的三亚市委常委会
会议认为，《意见》对三亚在土地出让、
资源管理、规划管理等方面都有严格的
规定。三亚要坚持把制度建设作为构
建惩防体系的有力支撑，通过改革和完
善制度来堵塞漏洞。

三亚出台新规促土地集约利用

按亩产效益标准筛选项目

本报海口8月8日讯（记者陈怡）记者
今天从省国税局获悉，随着“营改增”试点
范围扩大，我省今年新纳入试点的电信
业、交通运输业等企业享受到了减免税优
惠，1－6月份实现减税2600余万元。

目前，“营改增”试点范围已覆盖交
通运输业、邮政业、电信和部分现代服务
业。截至7月21日，我省试点纳税人户
数由年初的1.7万户增加到2.2万户，增
加了4610户。

从今年上半年新试点行业看，铁路
运输业纳税人2户，上半年累计实现改征
增值税3442万元，与缴纳营业税相比，
减税91万元；邮政业纳税人26户，上半
年累计实现改征增值税77万元，与缴纳
营业税相比，减税96万元；电信业纳税人
100户，7月份实现改征增值税1282万
元，与缴纳营业税相比，减税2495万元。

我省今年“营改增”
新试点企业
减税2600余万

本报海口8月8日讯（记者马珂 实习生韩松）今
天，记者从省卫生计生上半年工作座谈会上获悉，我省
将全面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药服务能力，构建
区域中医医疗服务中心，海口市和三亚市将建中医疗
养国际旅游示范区。

省卫计委将根据海南省卫生发展区域规划，争取
通过国家相关建设项目资金，重点加强省中医院、海
口、三亚、琼海、儋州和五指山市6所中医医院基础设
施和人才队伍建设，构建我省东、南、西、北、中区域中
医医疗服务中心。

全省将全力实施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
特别是县级中医院建设、“中医药综合服务区”建设和
乡村医生培训这些重点环节。力争完成今年年度目
标，使80%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55%以上的乡
镇卫生院、6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和45%以上的
村卫生室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

会上透露，省卫计委将以海南省中医疗养国际旅
游示范区建设为契机，制定和落实相关政策，加快我省
中医药服务贸易先行先试重点区域建设。指导三亚市
和海口市中医疗养国际旅游示范区建设工作。

海口三亚将建中医疗养
国际旅游示范区

本报海口8月8日讯（记者陈怡
通讯员曹俊）记者今天从海南银监

局获悉，我省金融机构上半年发放贷
款 22 亿元支持棚户区改造。截至
2014年6月末，银行已累计发放贷款
196亿元，帮助约11万户、42万棚户
区居民“出棚进楼”。

在海口玉沙村，曾经杂乱拥挤、
安全隐患较多的棚户区已消逝，玉沙
村片区现已变成海口CBD新区。这
是我省金融机构投放贷款支持玉沙
村棚户区改造的结果，不仅改善了原

村民居住条件，盘活了该区域的商业
功能，还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激活
了国贸黄金商圈。

据了解，海南银监局积极响应国
务院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
的政策要求，多渠道多途径鼓励辖内
银行业机构信贷支持棚户区改造工
程。截至2014年6月末，海南银行业
棚户区改造贷款余额150.68亿元，累
计发放贷款196亿元，帮助约11万
户、42万棚户区居民“出棚进楼”。

从今年上半年来看，1-6月累计

发放贷款22亿元，棚户区改造贷款余
额同比增长36%，高于辖内贷款平均
增速15个百分点。

贷款主要用于城中村等棚户区改
造的土地征收、拆迁、补偿安置和相关
市政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及配套设施
的建设，惠及居民1.5万户。随着各银
行业机构棚户区改造项目贷款管理经
验的逐渐成熟，棚户区改造贷款业务
逐渐向儋州、三亚、文昌、洋浦等市县
扩展，信贷支持棚户区改造，将更大范
围帮助基层百姓“出棚进楼”。

我省棚改累计获贷款196亿元
约11万户棚户区居民受益

践行党的群众路线 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进行时 临时停火结束
巴以重燃战火

奥巴马授权

美军空袭“伊黎”

A04版 中国新闻

中央财政安排
地震救灾资金22亿元

■ 本报评论员

超强台风“威马逊”突如其来，海南
深受重创，美丽的家园满目疮痍。在省
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省上下齐心
协力，奋起自救，重建家园，水又通了，
灯又亮了，扶起的树木又长出了新芽
……历经大劫后重新焕发生机的海南，
再次向世人昭示：灾难再重，损失再大，
也压不垮英雄的琼岛儿女。

“威马逊”给海南带来了空前的创
伤。一棵棵倒下的树木，一间间倒塌的
房屋，一条条毁坏的道路，一片片断水
断电的灾区，真实地展现出超强台风的
巨大破坏力。然而，面对空前的灾难，

海南人民迸发出顽强的斗志和必胜的
精神。人们不能忘记，台风来临之前，
省委省政府果断决策，各地政府迅速行
动，安全转移了灾区群众，最大程度地
减少了人员伤亡；人们不能忘记，台风
登陆之时，巨浪席卷了北港岛，党员干
部蹚过齐腰深的积水，一家一户转移群
众，使1140名群众安然无恙；人们不能
忘记，狂风暴雨之中，罗豆农场青年符
传道，开车转移遇险群众，自己却被洪

流冲走，献出了宝贵生命。人们不能忘
记，台风过后，多少人热心支援，帮助遇
险的人们渡过危机；多少人奋力抢险，
避免了不可预知的伤害；多少人日夜奋
战，使灾区生活尽快恢复正常。灾难面
前，人们捧出一颗颗火热的爱心，献出
一份份真挚的关怀。正是这样和衷共
济、众志成城，坚定了灾区人民战胜灾
害、渡过难关的决心和信心。琼岛儿女
用真诚的爱心和果敢的行动，谱写了一

曲无畏艰险、遇挫弥坚的强音。
这种无畏的意志和互助的精神，如

今正在灾后重建中弘扬光大。面对一
片废墟，灾区干部群众不是怨天尤人，
消极等待，而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重
建美丽家园。我们看到，台风一过去，
从政府到社会，从团体到个人，都在向
灾区伸出援手，都在全力以赴投入灾后
重建。人们同样不能忘记：一场赈灾晚
会，社会各界捐款达到 2.38 亿元；南方

电网从省外调派近9000人的队伍，支援
海南灾区重建；各市县克服自身困难，
派出救援队伍，携带救援物资驰援灾区
……一个个忙碌的身影，一辆辆驰援灾
区的车辆，一间间重新建起的房屋，一
片片重见光明的灾区，让人们看到了恢
复生产、重塑家园的巨大希望。这是灾
区人民共同的希望，更是全省人民共同
的希望。

抗击“威马逊”，我们取得了初步的
胜利，然而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困难还
多，任务仍重。但不管面临多少困难，
任务多么繁重，只要我们焕发不屈的拼
搏精神，我们的家园就一定能够再展美
丽容颜。

遇挫弥坚 壮哉琼州
军警部队倾力支持我省灾后重建工作。图为武警海口市支队官兵在烈日下清理路障。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 本报记者 彭青林 单憬岗
况昌勋 李科洲

8月7日夜，濛濛细雨笼罩着文昌
市锦山镇古宅村风灾后的第20个夜
晚，被台风吹垮的屋顶轮廓渐渐暗淡下
去。突然，一缕灯光从村民家中透了出
来，一盏、两盏……25户人家和村路的
路灯次第亮了起来，打破了黑暗的沉
寂，村子顿时又拥有了能量和活力。

鞭炮响起来了，这是人们在庆祝村
庄的夜晚重现光明。这一天，经过1.5
万电网工人日夜抢修、连续作战，全省
所有断电村庄终于恢复通电。人们在
迎接光明，更是在迎接希望——重建一
个美好家园的希望。

在41年来最强台风“威马逊”肆虐
之后，海口和文昌两座城市和全省
5971个遭台风袭击的村庄的325.8万
受灾群众在省委省政府领导下，从满目
疮痍中顽强地站起来，凝聚起奋进的力
量，万众一心、重建家园，满怀勇气和信
心步入新的生活……

过去的20天，铭刻了一段不屈不挠
的历程，奏响了一曲愈挫愈勇的壮歌！

有一种力量砥柱中流
省委省政府运筹帷幄，有力指挥，

推动重建工作有序进行

狂风肆虐，路断房塌，断水断电，农

田被淹……
满目疮痍，百废待兴。人们关注的

目光投向海南：遭受重创的灾区能否重
新挺立？

奔赴受灾一线指导抗灾工作的
省委书记罗保铭、省长蒋定之心中充
满牵挂：农民今后住哪里，种养户的
收成怎么办，工厂何时复工……一路
上，他们深入到受灾群众中间，听取
各方意见，统筹谋划、科学指挥。他
们嘱咐有关部门，要在抢险救灾的同
时，加紧谋划灾后重建的问题，尽快
抢修基础设施，为灾后重建和恢复生
产奠定基础。

“用百倍努力，把台风造成的巨大
损失抢回来、救回来、补回来，还受灾群
众一个安全舒适的家园。”罗保铭铿锵
有力的话语，是全省人民的期盼，也是
省委省政府的庄严承诺！

重建，其实和救灾几乎一同展开。
7月21日，台风后的第三天，省委省政
府就迅速组织了基础设施抢修、生产恢
复、社会救助三个专门工作组，由省政
府领导带队，各相关厅局参加，在抢险
抢修、安置受灾群众的同时，迅速展开
了灾后重建工作。

7月23日，在全省抗风救灾的关键
时期，省委省政府召开了全省灾后重建
和恢复生产动员电视电话会议，进一步
动员全省上下迅速行动起来，抓紧恢复
生产，搞好灾后重建。 下转A02版▶

面对超强台风“威马逊”带来的重创，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海南人民万众一心，
众志成城，迎难而上，展开了一场波澜壮阔的重建家园攻坚战——

琼岛不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