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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生产 重建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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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讯（记者金昌波）记者今
日从省检察院获悉，因涉嫌受贿犯罪，陵水黎族自
治县教育和科学技术局局长尹长安、三亚市教育
局副调研员陈华泉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

教育系统两名干部
涉嫌受贿被立案侦查

本报海口8月25日讯（记者张谯星 实习生
周欣）记者今天从海南廉政网获悉，文昌市华侨经
济区工作委员会（华侨农场党委）原书记（副处级）
邢诒艳、水务局原局长符墩雄、东郊镇原党委书记
林芝富等3名干部均在保障性住房项目中严重违
纪违法，分别被“双开”。

经查，2010年12月至2012年6月间，邢诒艳
利用担任文教镇党委书记的职务便利，在文教镇
保障性住房项目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贿
赂，数额巨大。邢诒艳的上述行为已构成严重违
纪，并涉嫌违法犯罪。依据有关规定，经文昌市纪
委常委会讨论并报文昌市委批准，决定给予邢诒
艳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
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2011年1月至2013年4月间，符墩雄利用担任
铺前镇党委书记的职务便利，在铺前镇保障性住房
项目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贿赂，数额巨
大。符墩雄的上述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纪，并涉嫌违
法犯罪。依据有关规定，经文昌市纪委常委会讨论
并报市委批准，决定给予符墩雄开除党籍和行政开
除处分；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2011年7月至2013年10月间，林芝富利用担
任东郊镇党委书记的职务便利，在东郊镇保障性住
房项目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贿赂，数额巨
大。林芝富的上述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纪，并涉嫌违
法犯罪。依据有关规定，经文昌市纪委常委会讨论
并报市委批准，决定给予林芝富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处分；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保障性住房项目中严重违纪违法

文昌三名干部被双开

本报海口8月25日讯（记者张谯星 通讯员林
曦）海南廉政网今天发布消息，五指山市农业局局
长卓召良、农业技术与乡镇企业管理中心原主任
欧福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五指山两干部被调查

本报万城8月25日电（记者张谯星 实习生周
欣）记者今天从万宁市纪委获悉，该市纪委监察局近
日对万城镇集庄村委会副主任苏兴尧、委员方光寿两
人贪污危房改造补助资金的问题进行了立案调查。

经查，苏兴尧在2013年负责本村朱氏双孤儿
一家房屋承建工作中，未将剩余的危房改造补助
资金2900元退还，占为己有；方光寿在2012年和
2013年负责给本村的4户五保户建房（每年2
户），均未将这4户五保户建房剩余的危房改造资
金退还，共计侵占3552元。

纪检监察机关认为，集庄村委会干部苏兴尧和
方光寿利用承建房屋，侵占危房改造补助资金的行
为均已构成贪污错误。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第八十三条的规定，万宁市纪委监察局决定给予
苏兴尧、方光寿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收缴违纪所得。

贪污危房改造补助金
万宁两村干部被查处

国际旅游岛讲坛
8月30日讲座预告

时 间：8 月 30 日（星期六）上午 9：00-
11：30

主 讲 人：王新陆（山东省政协副主席，
山东中医药大学原校长，央视《百家讲坛》主
讲人）

讲座主题：《黄帝内经》和中医养生保健
讲座地点：海口市国兴大道省图书馆 1

楼报告厅
报名取票：1.短信报名，编辑“订票”加姓

名，发送至089865202275
2.登录海南社会科学网（http：//www.

hnskl.net）订票
3.海口市海府路49号大院第二办公楼三

楼取票，电话：65202275
4.省图书馆1楼咨询台
取票时间：8月27日（星期三）9：00开始，

取完为止，欢迎集体组织听讲
海南特色 世界眼光 公益讲座 免费听讲

小羊倌的大梦想
⬅ 8月25日，海口市府城镇那央村村民小周正在牧羊。超强台风“威马

逊”来临时，他家位于荷塘边的羊圈倒塌，砸死了很多羊，损失巨大。但是小周没
有气馁，重新购买羊羔，修缮房屋，准备在荷塘边开辟一家以赏荷花、吃羊肉为主
题的农家乐。 本报记者 苏建强 摄

孵化场的新生命
⬆ 8月25日 ，文昌市铺前镇的一家文昌鸡孵化场，工作人员正在搬运刚

刚孵化出来的小鸡，准备运到市场上销售。灾后，该企业积极开展自救，目前企
业基本恢复正常生产。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本报海口 8月 25日讯（记者邓
海宁）8月24日晚上，文昌市罗豆农
场文化广场热闹非凡，不时传出阵
阵欢声笑语。为帮助灾后百姓尽快
走出台风阴霾，由省文化广电出版
体育厅主办的“群艺大舞台，文化进
万家”慰问灾区文艺晚会在这里举
办了演出。

开场歌舞《五星红旗》拉开了演
出的序幕，来自海口椰城侬家艺术
团等艺术团体的表演者们陆续登
场，将独唱《一杯美酒》、舞蹈《春天
的芭蕾》、相声《台风无情·人间有
爱》、电声小提琴演奏《辉煌》、琼剧
《林攀桂》等形式多样的舞台节目展
现给观众。

据悉，慰问灾区文艺晚会预计共
演出五场，之后还将陆续走进锦山、铺
前、翁田等地，为当地群众送去丰盛的
文化大餐，为他们重建家园，渡过难关
鼓劲加油。

慰问文艺晚会
走进罗豆农场

本报海口8月25日讯（记者单憬
岗）第9号超强台风“威马逊”袭击海
口，由于其雨量大、风力强，给该市挂牌
保护的古树名木造成重大损失。据统
计，全市林业、园林部门受灾的古树名木
共计373株，经过两部门紧急抢救、综合
施策，目前共抢救325棵名木古树。

据海口市林业局局长李世高介绍，
台风给海口市的古树名木造成了严重
损坏，上百年的古树连根拔起倒伏。经

统计，全省林业部门受灾古树名木共
296株。为及时抢救受灾的古树名木，
保证古树名木不死亡，该局采取了一系
列措施进行综合施救：一是紧急下发两
个专项通知，要求各区加强灾后森林资
源的管理，组织各乡镇成立抢救队伍，
租用施工设备，展开抢救倒伏的古树名
木。二是确保抢救经费落实到位，下拨
抢救古树名木经费148万元。三是制
定专人管护，受灾扶正的古树名木，由

村民负责浇水，确保成活。通过各乡镇
的干部努力工作，截至目前共抢救扶正
古树名木217株，修枝、剪枝46株。

据海口市园林局局长刘名松介
绍，台风“威马逊”过后，该局紧急启
动古树名木抢救应急预案，对主城区
内的355株古树名木及171株古树后
续资源进行了排查。据统计，截至目
前主城区共计77株古树名木和后续
资源受灾，15株古树及古树后续资源

折毁、死亡，21株古树及古树后续资
源被刮倒，41株古树名木及古树后续
资源的枝干遭受不同折损。台风过
后，海口市园林绿化部门对主城区内
的355株古树名木及171株古树后续
资源进行了排查，目前已基本完成折
枝、枯枝清理工作。他们还通过定做
支架、修补树洞、吃药消毒等方式，进
行古树名木及古树名木后续资源修
复工作。

海口林业园林部门抢救古树

325棵名木古树“起死回生”
本报讯（记者陈实）日前，美国

海南总商会和纽约海南会所有关负
责人来到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将
募捐所得 2.7 万美元善款转交总领
事孙国祥，用于支持文昌受灾地区
重建家园。

海南总商会会长谢自力表示，
他们带头捐款，积极动员，体现海外
华侨的一颗中国心。孙国祥表示，
天灾无情人有情，海外侨胞的人心
将成为一股动力，促进灾区重建工
作顺利进展。

据了解，总领事馆正在与我省
有关部门联系，希望尽快将全部善
款送往文昌灾区，用于房屋重建。

美国海南总商会
捐款支持灾区重建

■ 本报记者 况昌勋
通讯员 颜毓南 陈海森

8月，《2014年第二季度海南省环
境质量公报》出炉，结果并不出人意料，
与以往一样，我省18个市县县城以上城
市（镇）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源地水质总体
为优，水源地水质总体达标率为100%。

虽然“优”已成为习惯，但是，保持这
一“优”字，并不容易。

十多年来，海南高度重视饮用水水
质安全，从水源地保护，到水厂制水，再
到管网输水，层层保护，层层检测，通过
完善制度、改善基础设施、提高科技含
量，让一缕清水，从源头流到水龙头。

碧波万顷，满山翠绿，湖中听调声，
船上尝鳙鱼。这曾经是松涛水库让人着
迷的旅游项目。8月20日，记者再次造
访松涛，碧水依在，但游湖已去。

今年4月，为保护我省最大的饮用

水源——松涛水库的生态环境，我省决
定停止松涛景区旅游船的运营，不再接
待游客。

省国土环境资源厅自然生态处调研
员蔡兴进说：“不走‘先污染、后治理’老
路，不是口头说说，而是写进了法律。”

早在2007年9月，省人大常委会颁
布了《海南省松涛水库生态环境保护规
定》，一个个“禁止”赫然在列，结束了松
涛水库无立法保护的历史。

同一时期，《海南省南渡江生态环境
保护规定》、《海南省万泉河生态环境保
护规定》等法律法规也相继颁布。

2013年5月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
二次会议表决通过《海南省饮用水水源
保护条例》，从管理机制、水源保护、环境
综合整治、环境风险防范、环境监管能力
及公众宣传教育等方面给予法律明确。

截至目前，我省共划定的城市（镇）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29个，总面积
818.9平方公里，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源地
保护区197个，总面积477.738平方公
里。至今为止，在水源地一级保护区内，
我省没有审批通过一宗与供水设施和保
护水源无关建设项目的新建项目。

为保护生态环境和饮用水质安全，
我省着力在全省各市县推进城镇污水处
理厂和污水管网建设，率先在全国实现
了污水处理厂县县通水全覆盖。

省水务厅城市水务处处长陈德皎介
绍，目前，我省已投入运营的城镇污水处
理厂30座，规模为108.4万立方米/日，
全省污水集中处理率达到76%，我省城
镇污水处理设施覆盖率从“十一五”末的
10%一下跃升为100%。

为让一池清水，从源头流到水龙
头。我省还加大供水设施和城镇供水管
网建设改造力度，解决供水设施陈旧造
成的水质不达标问题，减少供水漏损率。

“十二五”期间，我省城镇供水厂改
造项目共有 19 个，总规模为 45.3 万
m3／日，总投资约7.5亿元；供水厂新建
项目共有 28 个，总规模为 46.76 万
m3／日，总投资为11.8亿元。供水管网
改造项目共有15个，总规模为972公

里，总投资为4.06亿元；供水管网新建
项目共有41个，总规模为1617公里，总
投资为14.4亿元。

海南8月的阳光，依然火辣。文昌
市会文镇滨海村村民梁爱凤，干完活回
家，拧开水龙头，清澈的自来水流出，“你
看，干净的，都可以直接喝呢”。

由于海水倒灌，这个海边的村庄，打
出来的井水总是有一股海水的咸味。“几
十年了，从没洗过一个舒服澡。洗完澡
皮肤总是感觉黏黏的，头发都是硬的。”
回想起以前，梁爱凤说。

改变始于2009年。会文镇建起了
一家自来水厂，利用超滤膜净水技术，让
滨海村民喝上了干净的自来水。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饮水安全
领域权威人士李圭白评价，海南这一
做法值得全国借鉴。他说，超滤膜孔
径只有10纳米，比水中最大的微生物
病毒还小，可将水中包括致病微生物

在内的全部微生物都除去，能完全保
障饮水的微生物安全性，这彻底解决
了农村自来水微生物不达标和疾病高
发问题。

截至2013年12月底，我省城乡“膜
法”饮水安康示范项目共完成276宗，总
处理规模达10万吨/天，项目总投资1.3
亿元，覆盖人口达60.4万人。今年，我
省财政计划再投入1000万元，实施城乡

“膜法”项目，计划安装80至100台（套）
直饮台，改造10个小型净水站，受益人
口达到13万人。

科技的运用，还提升了我省对饮用
水质的监测能力。2012年，我省建成海
南省供水排水水质监测中心，将水质监
测能力从46项提升到93项。各市县也
基本上建立了水质监测化验室，具备对
10项常规项目进行检测。

2013年，省水务厅对我省18个市县
（不含三沙市）及洋浦经济开发区26座供
水厂的城市供水情况进行了督查。监测
结果显示，所有供水厂的出厂水、管网水
的水质所检测项目均符合《生活饮用水
卫生标准》。

（本报海口8月25日讯）

我省通过法律护航、设施改善、科技运用，确保饮用水水质安全

一缕清水，从源头流到水龙头

一系列法律法规出台，给
饮用水“穿”上防护服1

完善制度

本报海口8月25日讯（记者罗霞
实习生吴小璠 陈秋云）由海南日报报
业集团主办的海报集团2014（第八届）
金秋国际车展将于9月4日-7日在海
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车展拥有五
大看点，将聚集省内最主流的汽车经销
商、吸引更多观展人流、推出更多优惠
折扣，为海南购车人提供最实用的购车
资讯，成为一届高端、专业、前沿的国际
汽车展销会。

本届金秋车展得到了各大品牌汽
车厂商的积极参与，100余厂家、经销
商双重让利，10 余款新车黄金季首
发，豪车云集、新秀车模奢华演绎。组
委会将联合参展厂家、经销商推出一
系列车展专享优惠，除了平常的价格
优惠外，还将有车展现金优惠和大礼

包赠送。
海报集团金秋车展组委会将出资

百万，为逛展赏车购车的市民奉上惊喜
“豪”礼。9月4日至7日，只要亲临车
展现场，凭门票便可参与“赏名车赢豪
车大奖”活动。观展市民仅需在门票上
如实填写姓名、联系电话及身份证信
息，就可在车展B馆凭门票参与活动，
有机会赢取大奖。主办方将送出包括
宝马汽车、北京汽车、车上用品等总价
值近百万元的豪礼。四天展会，四份豪
礼（一辆宝马汽车、三辆北京汽车的二
十年使用权）。

车展主题活动“海南市民喜爱的车
型评选”自推出以来，截至目前投票人
数已达40余万人，投票微信通道自开
通以来，每天接到的投票微信超过300

个。活动得到了广大市民的极大关注
和积极参与，目前投票仍在火热进行
中。活动将评选出九大奖项，包括海南
市民喜爱的轿车类，经济型轿车（价格
10万元以下）车型、中级轿车（价格10-
20万元）车型等。

为方便市民赏车、选车、购车，车展
现场小吃一条街将为观展市民提供各
种美味小吃。市民在品小吃的同时，还
有机会欣赏到精彩的车舞表演。

法拉利458、日产GTR、玛莎拉蒂、
凯迪拉克、奔驰、宝马……各种豪车、超
级跑车将让人一饱眼福。不仅如此，

“新思维汽车模特表演赛”将在金秋车
展现场启幕，20位靓丽名模将精彩亮
相，表演走秀展示活动，表演内容有时
装秀、主题秀，以及礼服展示等。

金秋车展五大看点值得期待

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管网
改造，为水质提供保障2

改善设施

“膜法”工程等科技运用，
提升水质安全3

提升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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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扶持小微企
业发展、进一步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等。
有效期延续到明年上半年。

海口市长倪强表示，这两个意见以
政策扶持和资金扶持为抓手，利用综合
施策来撬动市场，含金量高、扶持力度
大，是提振信心、凝聚人气、刺激经济发
展的有力武器。两个意见有所突破创
新，主要表现在针对性、实效性和可操作
性强，支点准确、撬动力大，能起到刺激
经济、促进发展的作用。特别在支持旅
游业、工业、航运业、房地产业、商贸服务
业，以及推进棚户区改造、扶持小微企业
发展等方面，同时出台配套了几个办法
和措施，一旦全部落实，将为全市近中长
期发展打下基础。

微刺激政策
升级为刺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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逛车展赢宝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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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点四

看点五

为喜爱车型颁奖

品小吃看车舞

赏超级跑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