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风“威马逊”后
全省医疗救援工作结束

救治因风灾受伤人员 人次救治 4410

灾区累计巡诊服务 人次巡诊 21939

出动 人次开展救灾防疫防疫 5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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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生产 重建家园 综合

为进一步规范我省税收秩序，共建和谐
税收，海南省地方税务局欢迎社会各界对税
收违法行为进行检举。我们郑重承诺：严守
保密规定，对重要线索一查到底。检举的税
收违法行为经立案查实处理并依法将税款收
缴入库的，依照相关规定给予奖励，检举奖金
数额最高不超过10万元。

举报电话：66969110；或12366转2号键
举报网址：http：//www.tax.hainan.

gov.cn
举报受理部门地址：海口市城西路18号

地税大厦4楼409房
海南省地方税务局

公 告

本报讯 8月8日上午，省委宣传部
组织海南日报、海南广播电视总台及部
分中央驻琼媒体、省内都市媒体和网络
媒体负责人深入文昌受灾严重的翁田、
昌洒等地调研，了解灾后恢复生产、重建
家园情况。

调研组在文昌市翁田镇内六村调研
时，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常辅棠向文昌
市领导和基层干部介绍，文昌的灾情牵动
着省委省政府的心，也牵动着省内外媒体
人的心。希望文昌市按照省委省政府的
要求，积极恢复生产、重建家园。新闻媒
体将认真了解灾区情况，为恢复生产和重

建家园做好信息通达和舆论引导工作。
文昌市委书记裴成敏向调研组介绍

了文昌市受灾后房屋倒塌、林业生态损
毁和海淡水养殖、热带作物损失情况。
为尽快重建家园，文昌市先后出台了住
房建设指导意见，并将出台灾后房屋倒
塌掀顶补贴等有关办法。鼓励农民开展
自救发展生产，发动农民尽快备田，做好
冬季瓜菜种植，做好文昌鸡种苗补贴，鼓
励海淡水养殖户尽快与供电部门协调，
安装用电线路开展养殖。针对海水倒灌
造成的土地盐碱化问题，文昌将用淡水
淡化盐碱地，让农民恢复种植。文昌市

还发动社会和企业种植椰子林，争取防
风、经济、生态三效并举等。裴成敏也介
绍了文昌重建家园和恢复生产中存在的
资金压力大，建材缺少，受灾地区贫困家
庭孩子上学难等问题。

调研组走访了内六村，查看灾情，倾
听农民诉求并一一记录。调研组还到
翁田镇西排崀村，慰问伍显泽一家四个
品学兼优的孩子，并询问孩子的上学情
况，鼓励一直照顾孩子学习和生活的舅
舅符永吉，相信党和政府、社会各界一
定会帮助大家重建家园，让孩子们安心
上学。 （鲍讯）

省委宣传部组织媒体负责人到文昌调研

本报海口8月8日讯（记者梁振君 通讯员
吴天奥 实习生林诗婷）超强台风“威马逊”使海南
农垦19个农场不同程度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达
131.1万亩，农林牧渔业损失13.7亿元。面对灾情，
农垦人不等不靠、积极主动投入到灾后生产自救工
作中去，各受灾农场正掀起一股恢复生产的热潮。

目前受灾农场橡胶园的清理已达到70%左
右，胡椒园、荔枝园清理工作基本完成，部分农场
香蕉、甘蔗、木薯等其他农作物已恢复正常生产，
工作重点已向瓜菜复种倾斜。省农垦总局已累计
下拨救灾专款2315万元，其中有专项资金投入灾
后恢复生产。

加快基础设施的修复也将有利于灾后恢复生
产。东升、东太、南海等10个农场，除部分基础设
施被冲毁外，大部分已基本恢复灾前正常生产生
活秩序；其余9个农场灾后恢复工作也在有序进
行中，为职工群众迅速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创
造了有利条件。

海南农垦受灾农场掀起复产热潮

七成橡胶园已清理

本报定城8月8日电（记者赵优 特约记者
林先锋）“灾情核实一定要确保准确性，救灾物
资一定要尽快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救灾资金
使用一定要合法合规，简化程序。”今天，定安
县召开党政班子联席会，县委书记陈军特别强
调确保把救灾资金用到刀刃上，用在真正为民
服务上。

会议提出，要继续把灾后重建工作做为当前
重点工作来抓；进一步强化措施，确保受灾群众，
特别是特困群众、孤寡老人、老弱病残生活有保
障；结合当前实际工作重点，统筹策划倒塌房屋修
建、农作物抢种、水毁设施修复等工作，解决农民
切身利益问题；围绕优化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引
导群众抢种时间短、见效快的农作物，同时做好长
期产业发展规划，做好“长、短”结合这篇文章，将
农民的损失减到最少；农业、畜牧和联系点单位要
加强对重建工作的指导，组织科技工作组、专家对
种植、防御和产业发展加强指导。

据了解，目前，定安已恢复水稻、常年瓜菜等
农作物种植面积7.7万亩，养殖补苗猪、家禽、羊
等127.7万头，渔业购买鱼苗投放2800亩，房屋
恢复和救灾物资有序开展，电力、医疗、教育、道路
交通、市政工程等设施正常恢复，旅游业、商贸业
已恢复正常，社会秩序稳定。

定安全力做好灾后恢复工作

确保把救灾资金
用到刀刃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海事局航行通告
琼海航〔2014〕37号

“海洋石油981”钻井船钻井作业
一、作业日期：2014年8月10日至9月5日。
二、作业地点：海南陵水角东南方向约 66海里处，以 17°

26′50″.1N/110°38′31″.6E为圆心，2000半径水域范围内。
三、作业船舶：“海洋石油981”钻井船。
四、作业内容：海上钻井作业。
五、注意事项：
（一）作业船舶白天垂直悬挂“球-菱-球”号型，夜间显示

红-白-红3盏垂直环照灯。
（二）作业船舶加强值班，保持VHF16频道守听。
（三）过往船舶应加强了望，避免穿越以作业船为中心，半

径2000米的水域范围，以策安全。
（四）如施工作业提前结束，将不再另行通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海事局
2014年8月8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海事局航行通告
琼海航〔2014〕36号

“海洋石油941”钻井船海南莺歌咀
南部海域钻井作业

一、作业日期：2014年8月9日至10月15日。
二、作业地点：海南莺歌咀正南方向约58海里处，位置点为

17°33′16″.3N/108°35′31″.6E（乐东22-1井位）。
三、作业船舶：“海洋石油941”钻井船。
四、作业内容：海上钻井作业。
五、注意事项：
（一）船舶作业白天垂直悬挂“球-菱-球”号型，夜间显示

红-白-红3盏垂直环照灯。
（二）作业船舶加强值班，保持VHF16频道守听。
（三）过往船舶应加强了望，避免穿越以作业船为中心，半径

2000米的水域范围，以策安全。
（四）如施工作业提前结束，将不再另行通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海事局
2014年8月8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海事局航行通告
琼海航〔2014〕35号

“海洋石油719”船莺歌海构造区
三维地震资料采集作业

一、作业时间：2014年8月7日至9月30日。
二、作业范围：海南八所港西部海域，以下4点依次连线围成

的海域范围：
A、18°43′04″N/107°39′27″E；B、19°32′07″N/107°38′34″E
C、19°32′07″N/107°50′23″E；D、18°43′04″N/107°51′14″E
三、作业船舶：“海洋石油719”轮。
四、作业方式：作业采用拖缆方式进行，即作业船船尾拖带6

条6000米长的电缆，昼夜不间断进行地震资料采集作业。
五、注意事项：（一）作业船舶白天悬挂“球-菱-球”号型，夜

间悬挂垂直3盏环照灯（红-白-红），电缆尾端的橙黄色浮标装有
雷达反射器，夜间显示周期为2秒的白色闪光灯。（二）作业船舶
外围有“粤阳西渔 32368”、“粤阳西 31165”、“粤阳江渔 05022”及

“琼儋州10203”等4艘船舶执行警戒和护航（缆）任务。（三）作业
船舶保持VHF16频道守听，过往船舶应加强了望和联系，注意避
让，避免从作业船尾 6000米范围内或电缆中间通过，以策安全。
（四）如施工作业提前结束，将不再另行通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海事局
2014年8月7日

一、招标单位：国营海南省枫木鹿场

二、招标代理单位：湖南信元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三、工程概况：枫木鹿场林区棚户改造（经济适用房）配套设施项

目。建设地点：海南省屯昌县枫木镇。计划工期：120日历天。

四、招标范围：建安工程（详见施工图）

五、报名条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备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

级及以上资质，项目经理须具备建筑工程专业二级及以上建造师资格。

六、报名时间及地点：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持单位介绍信于2014

年8月11日至8月15日，每日上午 8：30时至11：30时，下午15:00 时至

17:00时（北京时间，下同），在海口市美苑路春江壹号A座1201室购买

招标文件。注：省外建筑业企业办理《省外建筑业企业进琼分支机构备

案手册》的方可报名。

七、联系人：王工089868522896

招标公告

本报海口8月8日讯（记者马珂 实
习生韩松）今天，记者从海南省卫生计生
委获悉，超强台风“威马逊”对全省卫生
计生系统造成 2.4728 亿元经济损失。
但在自身受灾的情况下，全省卫生系统
克服困难，全力投入救灾和灾后重建。
此次抗风救灾中最大限度救治了受伤
人员，并初步实现了全省大灾无大疫。

据海南省卫生计生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全省救治因风灾受伤人员4410人
次，其中重伤74人，轻伤952人，所有伤
员都得到有效治疗。台风过后，按照海
南省卫生计生委统一部署，全省医疗机
构（包括部队医院）共280支医疗队1860
人次奔赴各市县乡镇开展灾后医疗救治

工作。
截至8月7日，全省灾区累计巡诊服

务21939人次。目前，全省医疗救援工
作已经结束，医疗队已全部撤回。

同时，截至8月7日17时，全省共出
动了475支防疫队5027人次开展救灾
防疫工作，全省累计发放296.65万元消
杀药械，消毒面积635.27万平方米，消毒
受淹和受污染水井7701口，消毒集中供
水1168处，发放宣传资料96.38万份。

海南省疾控中心组织对海南省灾后
疫情进行监测和评估，开展霍乱、饮用
水、病媒和食品安全监测工作，全省累
计监测腹泻病人250例，监测外环境水
体、海水产品及其它食品621例，均无阳

性病例和阳性标本。截至目前，全省无
一场疫情发生，各市县消杀工作已基本
完成，转入常态化管理。

全省救治因台风“威马逊”受伤人员4410人次，医疗救援工作结束

我省初步实现灾后无大疫

■ 本报记者 赵优 特约记者 许环峰

“这么远过来帮助我们，真是个好
小伙！”8月8日，在文昌市昌洒镇抱才南
村，78岁的陈冬梅和老伴符明金说起为
他们通上电、修房屋的刘辉，止不住地
夸赞。在昌洒、抱罗、冯坡等地，许多人
仍记得这位眼睛小而有神、说话带着外
地口音的年轻人。

2000多公里，40多个小时，7月25
日，刘辉和同事们运送40台发电机，从河
南驰援文昌，用爱心和善举感动当地百姓。

为抢时间吃泡面轮流开车

“海南遭遇41年来最大的一次台
风”“家园被毁，断水断电”……看到令人

揪心的新闻报道，远在河南省南阳市的
一家货运公司的总经理刘辉坐不住了。

了解到昌洒镇急需发电机和雨
布，刘辉多方打听，终于联系到重庆一
家供货商，以十几万元购得40台发电
机。本来这批发电机已经被订出去
了，听说是为救援海南灾区的，对方就
先行卖给了刘辉。与此同时，刘辉向
文昌的雨布生产厂家订购 10万元雨
布，先行送往昌洒。

7月25日上午，刘辉和8名同事一
起向海南灾区出发。刘辉说，一路上，
大家一刻也不愿耽误，轮流开车，甚至
连吃饭时间都省去了，渴了喝口矿泉
水，饿了吃点泡面火腿肠。为了节省
时间，同事小王在车上就接完了所有
发电机需要的电线。

40台发电机送灾区带来光明

经过40多个小时的长途奔波，刘辉
一行终于赶到昌洒镇。

“房子塌了，找个空地搭片雨布，支
起炉灶煮些稀饭。”看到村里一位独居
阿婆如此辛苦的场景，这位37岁的汉子
滚下了眼泪。“家园被毁，满目疮痍，太
凄惨了。”刚到灾区的这一幕，如今仍深
深印在刘辉脑海里。

7月27日上午，载着发电机的货车
开进了抱罗镇地灵村，刘辉和同事们加
上汽油，启动发电机，伴随着轰鸣声，插
在发电机插座上的调试灯泡亮了，村民
们不禁激动得鼓掌欢呼，“十天了，终于
用上电了！”十天来，村民们一直过着摸

黑的日子，苦不堪言。
刘辉运来的发电机功率是6500瓦，

一台发电机能够满足100户的村子生活
照明和水井抽水。27日当天，刘辉将30
台发电机送给了昌洒灾区群众，剩余的
送给了抱罗、公坡、冯坡等地灾区群众。

救灾十几天胳膊晒伤脱皮

受灾群众用上电了，可看到破损的
房屋，刘辉心里不是滋味。“村里不少年
轻人都外出打工，在家的老人没有能力
修补房屋。”刘辉便和同事们一起，参与
到灾后重建当中。

爬到房顶，撑开雨布，仔细铺好、固
定……刘辉和同事们顶着烈日爬上爬
下的忙碌身影，活跃在许多村子里。“是

他们帮忙盖上了雨布，为我们遮风挡
雨。”陈冬梅和符明金老两口端上茶水，
给刘辉和他的同事们解解渴。“村民们这
么苦，我们帮上一点忙，却得到这么多的
感谢！”刘辉说，受灾群众的淳朴让他湿
了眼眶。

“灾区需要什么，刘辉就会做什
么。”昌洒镇救灾物资管理处负责人云
开告诉记者，搬大米、送米油，不管多辛
苦，刘辉和同事们总是二话不说，冲在
前面。

8 月 3 日，得知云南鲁甸发生地
震，刘辉和同事们又马不停蹄地赶往
震区送物资。“在海南晒伤了，现在胳
膊还在脱皮呢！”电话里，传来刘辉爽
朗的笑声。

（本报文城8月8日电）

河南一企业家驱车40多个小时驰援文昌，为受灾群众通电、修房屋

跨越2000公里，爱心无距离

本报海口8月8日讯（记者张谯
星 通讯员马彦 特约记者杨瑞明）今
天上午，武警海南省总队举行抗风救
灾总结表彰大会，对10个先进单位、
14名先进个人进行了通报表彰，同时
给抗灾任务中表现突出的24名个人
记功嘉奖。

会议由武警海南总队司令员孙建
锋少将主持，5000余名官兵参加大会。

会上，武警海南总队政委戴金益
要求，要继续加强部队全面建设，促
进各项任务圆满完成，为海南科学发
展、绿色崛起、加快国际旅游岛建设
再立新功。

武警海南总队表彰
抗风救灾先进集体和个人

本报海口8月8日讯（记者李佳
飞 实习生潘媚）“台风重创海口，农
业种植大户损失惨重，是农业保险解
了农民的燃眉之急！”今天上午，谈起
及时拨付的198万元农业保险赔偿
款，三门坡镇潭龙湾蔬菜种植专业合
作社负责人心怀感激。据悉，由于赔
付款拨付及时，潭龙湾蔬菜种植专业
合作社已抢种蔬菜90多亩，预计1个
月左右可上市。

8月7日上午，中国人民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市分公司会同相
关部门在三门坡镇召开三门坡镇“威
马逊”台风农业保险赔款兑现会，现
场兑现了28个农户因“威马逊”台风

造成损失的农业保险赔款，总计61万
余元。三门坡镇潭龙湾蔬菜种植专
业合作社大棚瓜菜保险198万余元赔
款已在会前赔付到位。

记者从海口市农业局获悉，受
台风影响，海口菜篮子遭受重创，直
接经济损失约21.5亿元，其中，蔬菜
大棚设施倒塌或严重受损 1800 多
亩，农田受灾面积66万余亩。为尽
快恢复菜篮子供应，海口市农业部
门日前主要采取了抢修抢种、组织
冬季瓜菜生产、狠抓动植物疫病防
控、争取政策补贴、加快保险理赔等
5项举措，全力以赴开展灾后农业恢
复生产工作。

海口三门坡镇28个农户因灾获赔61万余元

给大棚上保险
灾后恢复有本钱

8月7日，在文昌罗豆农场附近的园地里，当地农民正在被淹过的园地里重新种上地瓜叶。
“威马逊”过后，当地老百姓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帮助下，逐步恢复生产。 本报记者 张杰 摄地瓜叶“重生”

本报文城 8月 8日电 （记者蔡
倩 刘笑非）风灾过后半个多月，文
昌市铺前镇林梧村委会北山村的
村民并没有急着修房子。原因是，
如何在村里盖出抗风的房子成为
当地村民和文昌规划部门思考的
重要问题。

据文昌市铺前镇林梧村党支部
副书记韩希畴介绍，村里 25 户人
家，近一半是瓦房，瓦片全部被大风
揭下，摔得粉碎，把水泥村道变成了

“砂土路”。
“一个原因是忙着抢种地里瓜

菜，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在想，
要修什么样的房子才抗风。”村民
韩乐畴坦言，究竟是买来瓦片、重
修瓦房，还是推倒墙体、另建平
房？

8月5日，到北山村考察的文昌市
规划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有规划、
成体系的村庄重建，是目前多数受灾

村庄应该考虑的问题。文昌市规划
局决定在沿海受灾的镇中，每镇选出
1-2个村庄作为灾后重建示范点，引
导村民改建平顶房，科学系统地规划
村庄重建。

“村庄重建要有长远目光和更
高的标准，综合考虑安全性、美观
性、传统习俗和可行性。”据文昌规
划局工作人员介绍，北山村受灾严
重，场地开阔，比较适合作为试点。
原地重建还是移地新建，都将充分
征求村民的意见。但另一方面，他
们也担心资金问题：“补助资金有
限，不可能扶持每一家都建起平顶
房。”

“盖房子不可能自己不出钱，村
里都盖出抗风的好房子，那才安
心！”韩乐畴告诉记者，有了统一规
划和相应的政府扶持，他们会自筹
部分资金，也会配合政府的灾后重
建工作。

相关部门引导村民盖好抗风房

文昌北山村拟改建平顶房

本报石碌8月8日电（记者杨勇 通讯员何
信伶）今天上午，在昌江黎族自治县昌化镇先南村
昌江香润种养专业合作社的香蕉地里，被洪水冲
毁的蕉苗已经重新补种，蕉苗虽然还没有成型，但
一株株绿色的幼苗正迎着阳光生长。预计明年三
四月这里将迎来收获。

据介绍，昌江香蕉种植面积达10万亩，受超
强台风“威马逊”影响，近2万亩香蕉受灾，其中
3500亩绝收，造成蕉农经济损失近2500万元。
为了挽救受灾香蕉，蕉农们及时做好灾后香蕉生
产自救，目前已基本恢复生产。

台风过后，合作社积极开展自救工作，聘请
工人进行恢复生产工作，打通排水沟，做好香蕉
地的排水工作，以防积水伤根，目前已基本恢复
生产。

昌江蕉农灾后恢复生产
预计明年三四月可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