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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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海口8月11日讯（记者李佳
飞 实习生陈艳婷 潘媚）对于媒体日前
报道的海口市三江镇金墓坡项目闸阀
井盖板存在的工程质量问题，海口市政
府调查组日前已责成业主单位海口市
土地储备整理中心全面整改，并对有关
单位和责任人进行了处罚。

据悉，整改具体情况如下：一、海口市
土地储备整理中心安排施工单位于8月
10日上午进场预制闸阀井盖板。二、海
口市土地储备整理中心委托第三方质检
机构对项目进行全面核查和工程质量检
测。三、海口市土地储备整理中心根据协
调一致的方案督促电力安装公司尽快进
场开展电力安装工程施工。四、海口市国
土资源局在全面核查和工程质量检测后，
根据核查和质量检测结论，分清责任，对
相关工作人员严肃处理并向市政府报告。

与此同时，有关部门依据质检机构
检验报告及相关项目管理规定，对项目
施工单位海南省第五建筑工程公司和
监理单位海口辰光建设工程监理有限
公司作出处理决定，其中，对施工单位

海南省第五建筑工程公司的处理决定：
8月21日前更换存在质量问题的闸阀
井盖板，并组织人员对工程内容按设计
要求进行全面检查，对检查存在的问题
限于10月10日前修复损坏的工程设
施；禁止海南省第五建筑工程公司及项
目经理吴清今后参与海口市所有的耕
地开垦项目建设；将海南省第五建筑工
程公司此次行为作为不良行为记录，上
报海南省国土环境资源厅；根据海南省
第五建筑工程公司弄虚作假所造成的
后果，按合同约定进行经济处罚，并保
留进一步追究相关法律责任的权利。

对监理单位海口辰光建设工程监理
有限公司的处理决定：立即督促施工单
位撤换存在质量问题的闸阀井盖板，组
织监理人员会同施工单位按照项目设计
要求对项目施工内容开展全面检查工
作，加强监管，对检查发现的问题抓紧整
改修复完毕；禁止海口辰光建设工程监
理有限公司及监理工程师黄文雄参与今
后海口市耕地开垦项目建设；将海口辰
光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此次行为作为

不良行为记录，上报海南省国土环境资
源厅；根据海口辰光建设工程监理有限
公司及总监理工程师履行职责不力造成
的后果，按合同约定进行经济处罚，并保
留进一步追究相关法律责任的权利。

海口整改三江“问题井盖”
涉事单位及人员被列入“黑名单”

8 月 8 日，一则《海口投资千万开
垦项目现豆腐渣 用竹签代替钢筋》的
网络新闻成为网络热点。网文报道：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用混凝土制成的
预制板应该是很结实的，但在海口市
三江镇一个耕地开垦项目工程的现
场，覆盖在水利开关检查井上的预制
板却经不起稍微用力的碰撞，一经磕
碰即出现碎裂，原因很简单：这些预制
板里面没有应有的钢筋，取而代之的
是小指头粗细的竹签。

该事件经媒体披露后，海口市主要
领导立即批示有关部门调查此事。经对
该总投资500多万元的项目进行现场勘
验核查后，初步认定为施工质量问题。

新闻回放：

本报椰林8月11日电（记者程范
淦）陵水黎族自治县今年加大对闲置土
地的清理工作。记者今天从该县有关
部门获悉，已经全部完成 24 宗约
11640多亩土地的处置，处置率达到
100%。

根据省政府开展闲置土地清理行

动统一要求，陵水县对在该县取得土
地但未按规定进行开发的坚决予以收
回处置，推动土地管理科学化、规范
化、法制化，把土地供应和项目投资建
设紧密结合起来，提高社会经济发展
质量。

截至目前，陵水县已完成了全部

24宗约 11640 多亩闲置土地的处置
工作，处置率达到 100%。其中，有
偿收回1宗，面积6.3公顷；无偿收回
1宗，面积6.7公顷；延长动工开发期
限22宗，面积 763多公顷，已全部与
用地单位签订《延长动工开发补充
协议书》。

陵水处置万余亩闲置土地

■ 本报记者 洪宝光 通讯员 邓积钊

8月8日上午，屯昌县西昌镇大武村，一辆大卡
车拉着10吨重的猪饲料来到村旁，接着车主开始
向聚拢来的村民发放猪饲料，每户可领5包。据了
解，这批猪饲料是由恒达养猪专业合作社送来的，
农户不需要出资购买，全由合作社先垫付。

自2010年以来，屯昌县的黑猪生产开辟了一
条独具特色的“三位一体”发展模式，即黑猪苗、养
殖技术和所需饲料全由一家合作社提供，等到黑
猪上市销售时，合作社又负责收购和销售，农民不
出钱养猪就能赚钱。

今年上半年，大武村村民薛鸿斌有20多头黑
猪上市销售，在不花一分钱的前提下，纯收入超过
8000元。他觉得这样的养殖模式非常好，农户没
有资金也可以养殖黑猪，一切都有合作社垫付和
提供，等黑猪销售后，农户就可以从中获得差价。

据村民介绍，每户养猪数通常在10头以上，
每户年出栏量可达百头。效益好的时候，每头能
获利二三百元，每户年收入就能达好几万元。即
便是效益不好，农户也不用担心，因为合作社保证
农户每头出栏猪100元的利润。

据屯昌恒达养猪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介绍，除
了养殖利润外，年终社员还将获得一定的分红，每
个养殖户占有合作社1%的股份。

据屯昌县畜牧兽医局局长符永思介绍，目前
已有大武村等7个村庄102户农户参与到养殖中
来，年出栏黑猪1万多头，仅靠这一项，就为农户至
少增加200多万元收入。（本报屯城8月11日电）

屯昌合作社免费提供猪苗、饲料等

农户养猪不花钱
赚了钱还能分红

本报海口8月 11日讯（记者梁振
君 通讯员贺澜起 实习生林诗婷）为进
一步加强药品、保健食品和医疗器械广
告的监督管理，规范广告发布秩序，省食
品药品监管局今天依法将今年二季度全
省检查发现的违法药品、保健食品、医疗
器械广告及相关情况予以曝光。

被曝光的违法广告公告涉及非处方
药、处方药、保健食品、医疗器械四大产
品类别，其中非处方药违法广告7个，包
括吉林金泉宝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的参蛾温肾口服液、鞍山德善药业

有限公司生产的参花消渴茶等；处方药
违法广告5个，包括广东华天宝药业集
团有限公司生产的腰椎痹痛丸等；保健
食品违法广告5个，包括云南千年铁皮
石斛开发有限公司生产的千年牌铁皮枫
斗软胶囊等；违法医疗器械广告2个，包
括安徽省德济堂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远
红外消炎镇痛贴等。

省食品药品监管局提请广大消费者
要提高警惕，切勿轻信虚假广告宣传，应在
医师和药师指导下通过正常渠道购买和使
用药品，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和伤害。

食药监管部门曝光一批
违法药品保健食品广告

本报海口8月11日讯（记者范南虹 通讯员冯
振茂）记者今天从海南省知识产权局获悉，2014年
海南省知识产权专项资金预算经费730万元，同
2013年相比增长26%，增长幅度创历史新高。

据了解，截至2014年7月底，我省第一批知识
产权专项资金安排了559万元，对企业知识产权成
果给予资助、补助和奖励，其中给予了5家知识产权
优势企业研发费用90万元、587项专利资助147万
元、6种35件国际商标资助17万元、1件地理标志
奖励费用10万元、2种植物新品种科研补贴40万
元和17项动漫游戏产品开发经费255万元。

自2010年4月《海南省促进知识产权发展的若
干规定》颁布实施后，我省知识产权专项资金累计安
排3060万元，支持了专利资助1717项、认定知识产
权优势企业12家、资助国际商标525项、地理标志7
件、植物新品种10种和动漫游戏产品94项。

我省今年投入730万元
扶持知识产权成果

8月11日晚，在中国百名企业摄影家暨唐三石慈善拍卖晚会上，22幅摄影作品共拍得
人民币72万多元，此款项将全部用于资助灾区大学生。图为企业摄影家唐三石（右二）在
介绍自己的作品。 本报记者 王军 摄

义卖助学

本报海口8月 11日讯（记者张中
宝）作为我省老龄产业的一大盛会，
2014海南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以下简
称海南老博会）将于11月21日—23日
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将为我省老
龄产业上下中游提供一个行业展业展
示、交流和合作的平台。这是记者今天
从海南老博会组委会处获悉的。

本届海南老博会由中国老龄产业协
会专家委员会主办，广州交易会广告有
限公司、海口中桥世纪会展有限公司承
办，展区面积达2万平方米，参展企业将
有350家，包括养老社区与地产、养老服

务、老龄设备康复护理用品、食品保健品
四个展区，涵盖整个老龄产业链。

除了展览，在博览会期间还有老龄
产业企业推介会、主题论坛、投资签约洽
谈会、高端购买力人群参观考察团等活
动，以此引导老龄产业投资风向，搭建全
产业链综合展会平台。

该活动组委会负责人介绍，目前展
会招展势头强劲，展位预订已经超过
40%，并且以后每年在海南举办一届老
博会，逐步将海南老龄产业博览会打造
为老龄产业龙头展会，以及国家级老龄
全产业链综合展会平台。

海南老博会11月海口举行
包括养老社区与地产等四个展区

本报海口8月11日讯（记者梁振
君 通讯员黄怡 实习生林诗婷）国家统
计局海南调查总队今天公布的调查数据
显示，今年以来，企业综合运营成本不断
上升，全省规模以下工业企业在一系列
加快发展中小企业政策措施的推动下，
努力克服不利因素，总体上保持平稳发
展态势。但是，招工难、融资难等问题同
样困扰小微工业的生存和发展。

今年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下工业总
产值70.39亿元，增加值21.05亿元，同
比增长7.0%。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
造业继续保持平稳增长态势，是海南规
模以下工业增长的主要支撑。2014年
上半年海南规下食品制造业主营业务
收入同比增长29.4%。

从企业调查问卷汇总结果看，

82.1%的被调查企业表示本季度企业综
合经营状况一般或良好，即21.4%的认
为良好，60.7%的认为一般，17.9%的被
调查企业认为不佳。表明海南企业生
产发展基本保持平稳发展态势。

但是，受全球经济大环境的影响，
市场需求疲软态势不止。据调查，截至
今年 5月底，小微工业企业剩余订单
5082万元，同比下降27.7%，企业订单
大幅减少。此外，虽然各大银行都积极
配合国家政策，出台了不少增加小微企
业金融贷款的具体措施，但从实施效果
来看，受益范围有限。

据61家有借款需求的小微工业企
业调查，能全部借到的占9.8%，大部分借
到的占8.2%，只借到少部分的占9.8%，
没能借到的占72.2%。上半年全省小微

工业企业利息支出2991万元，同比下降
43.1%。其中：银行借款利息同比下降
30.9%；民间借款利息同比下降84.3%。

除却前述两大不利因素，用工成本
继续上升也在困扰小微工业企业发
展。问卷调查显示，在回答“当前面临
的最突出问题”时，有67.7%的企业反映
劳工成本上升快，位列各问题之首，招
工难未见缓解。上半年全省有招工需
求的61家规下工业企业中，仅有11.5%
企业招到全部所需员工，19.7%的企业
招到大部分所需员工，37.7%的企业招
到少部分员工，31.1%的企业没能招到
所需员工，认为招工难是当前企业面临
的最突出问题的认同率为23.4%。面对
工人的紧缺，企业只能量力而为接订
单。

我省企业生产发展平稳，但市场需求依旧呈现疲软态势

小微工企成长烦恼：招工难融资累

本报海口8月 11日讯（记者郭景
水 实习生李艳）记者近日从省教育厅
获悉，我省将在全省中职学校（含普通
中专、成人中专、技工学校、职业教育
中心、职业高级中学等）一线从事教育
教学工作的专任教师和教科研部门的
专职教科研人员中，首批评选认定中
职学校省级骨干教师60名（占全省中
职学校专任教师的1%左右）。其中，
文化课教师占评选总数的30%，专业
课教师占评选总数的70%，专业课教
师按照我省中职学校开设的专业大类
分类评选。

据介绍，推荐总人选放大至认定人
选的3倍，即180名，其中，国家中职示范
校或建设单位、国家级重点中职学校，每
校报送推荐人选4名；省级重点中职学校

每校报送推荐人选3名；其余中职学校报
送推荐人选不超过2名，各中职学校需结
合学校开设的重点、特色专业进行申
报。教科研机构的专职教科研人员不超
过3名。

省教育厅择机出台海南省中职学校
省级骨干教师管理办法，明确省级骨干
教师的责任和权利，规范省级骨干教师
的管理和使用。建立个人考核档案，采
取年度考核和每三年一个周期的考核方
式。考核结果较差或不合格的由学校督
促其查找原因，及时整改；对考核不合格
的，由学校提出调整意见，并报经市县教
育行政部门或学校主管部门同意后，经
海南省中职学校省级骨干教师评选领导
小组审核并报厅党组审批后，取消其资
格和称号。

我省将评选首批60名
中职学校省级骨干教师
定期进行考核，不合格者将被取消资格称号

融资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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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对所有全日制在学研究生资助，博士研究生
每人每年1.2万元、硕士研究生每人每年6000元。

省教育厅有关负责人表示，学生只要满足以
下条件之一，经过当地村（居）委会盖章确认，学校
公示无异议的，即可获得相应的资助：1.低保户；2.
孤儿；3.残疾；4.父母一方或双方丧失劳动能力；5.
单亲家庭；6.家庭经济困难。

据了解，家庭贫困学生今年还可以通过社会助
学资金渠道获得资助。据了解，去年，“复兴光彩”教
育奖励资金就资助我省贫困学生90名，资助资金
13.5万元；海南省建设银行少数民族大学生成才计
划奖（助）学金每年资助100人，资助资金30万元；中
国教育发展基金会“普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入
学资助项目”去年资助1461人，资助金额125万元；
宋庆龄基金会去年资助61人，资助资金30.5万元，
海航·宝岛基金去年资助97名，资助金25万元。

贫困学生入学 学费不用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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