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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金江9月22日电（记者李佳
飞 通讯员孙世忠 王家专）记者今天从
澄迈县获悉，针对在台风“海鸥”后遭受
重创的渔业，澄迈拟投2亿元，并采取多
举措帮扶渔民恢复生活生产、加快海洋
渔业基础设施升级。

“‘海鸥’飞走了，该去打渔了”，今天
上午，澄迈县桥头镇才芳村的王德茂父
子忙着检查渔船，整理渔网。正在这里
调研的澄迈县委书记杨思涛给渔民们带
来了一个好消息：澄迈将为在强台风“威

马逊”和“海鸥”中渔船因损坏、沉没、沙
埋等导致无法使用的，由政府提供为期
两年的10万元贴息贷款购买渔船、渔排
等渔具或转产投资；渔船损坏但能够维
修使用的，政府提供为期两年的最高5
万元贴息贷款。贷款由政府提供担保，
无需抵押物。

据了解，此次“海鸥”带来的高潮汐、
强风暴，对澄迈海洋及渔业生产、渔民生
活带来极大破坏。截至目前，澄迈县已做
好受灾群众安置工作，130吨大米、帐篷

等救灾物资已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澄
迈县还提出，凡是在台风中出现房屋损毁
的，都纳入县危房改造项目。

“海鸥”中，澄迈已回港避风的1394
艘渔船，由于风暴潮冲击力太大，渔船的
缆绳和锚链被打断，导致835艘渔船沉
没、沙埋、损坏、失踪，约占渔船总数的
60%。其中，410艘渔船沉没和被沙掩
埋；237艘被击打在海里损坏；105艘被
风浪打上岸损坏；83艘渔船失踪。在部
队、武警、预备役官兵及广大干部群众的

大力支持下，沿海各受灾村打捞沉船、沙
埋船只工作已基本完成，转入全面展开
修理工作。

为保障渔民正常出港作业，澄迈县
还对老城镇、桥头镇的马村、玉包、林诗、
才芳等8个大小不一的港口投入共计
155万元的清淤费。

针对此次渔港在强台风中对高潮
位、强潮汐防御能力不足问题，澄迈已邀
请专家进行科学论证、着手改造，预计需
投入上亿元改造经费。

据了解，高潮汐加上强台风，造成
澄迈北面46.5公里的外海岸线大部分
被侵蚀损毁，而在台风中严重受损的盈
滨半岛电瓶车道防潮堤，在此次防御台
风和风暴潮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保障
了沿线15个旅游房地产项目的安全。
为此，澄迈拟在老城、桥头等处于海防
重点地带的才芳村、沙土村、圣目村等
地，建设4段总计长达5.6公里的海防
堤来提升防风防潮能力，工程年内将全
部启动。

提供贴息贷款 开展危房改造 新建海防堤

澄迈拟投2亿元扶持渔民恢复生产
本报海口9月22日讯（记者梁振君 通讯员

邱宇 代进 实习生林诗婷 程范念）台风“海鸥”已
远去，海南灾区也于昨晚全面恢复供电。此次海
南电网抗台风保送电得以大提速，源于灾前防、灾
中守、灾后抢的充分准备与应对，也源于政企联
动、部门支援与群众参与。

9月12日，结合防御超强台风“威马逊”的经
验，海南电网针对北部地区编制并印发防范“海
鸥”台风工作实施方案，要求各级调度对电网运
行风险进行分析，优化电网运行方式安排，力保
台风期间电力平衡，同时组建应急队伍229支
等。

由于灾前防范有效，“海鸥”期间，海南电网确
保了主网安全和重要用户用电，线路发生断杆、倒
塔及小区配电房水浸数量大为减少。

受回南风及天文潮造成海水倒灌影响，全省
停电台区13992个，影响用户124.5万户。

灾情发生后，海南电网迅速启动Ⅰ级应急响
应，第一时间投入抢修。“这一次抢修，在没有省外
队伍支援的情况下，较‘威马逊’期间有很大提
速。”海南电网应急办负责人说。

为提高复电效率，澄迈供电局停送电调度指
令不再经监控中心转达，而由调度台直接下达至
变电站。9月17日，一天内恢复60多条线路供
电，相当于每10分钟就完成一条复电指令的下
达，每10分钟恢复一条主线。

“除了灾前防、灾中守、灾后抢的充分准备与
应对，海南省政府及社会各界与海南电网的联动
紧密，也是抗击‘海鸥’的最大财富。”海南电网主
要负责人认为。

据悉，台风袭击前后，海口市政府负责人多次
赶到抢修现场，或常驻海口供电局，保障了信息沟
通和协调工作的有效畅通。相关部门还协调中石
化为该局抢修车辆优先加油，确保抢修物资第一
时间送达现场。

防得早，抢得快，联得紧，海南电
网抢修复电大提速

每10分钟
恢复一条主线

本报海口9月22日讯（记者刘贡）
“寻找抗击‘威马逊’中的海口好人”评
选活动评选阶段近日顺利结束，经过公
众投票和主办方、专家及媒体代表认真
评选，十名“抗击‘威马逊’中的海口好
人”及十名提名奖出炉。

黄明忠、张黑弟、利友香、陈清琪、
韦健、邓宇泽、郭莉频、甘科安、崔天杰、

鲁晋获得了“抗击‘威马逊’中的海口好
人”称号。谢钧海、柳世光、郑君、翁振
伟、王青松、王忠兴、李俊龙、吴进、张忠
祥、梁山获得了“抗击‘威马逊’中的海口
好人”提名奖。

“寻找抗击‘威马逊’中的海口好人”
评选活动表彰晚会将于10月上旬在海口
广播电视台千平米演播大厅举行，VCR

展播和巡回宣讲活动也将陆续展开。整
个活动分为“寻找抗击‘威马逊’中的海口
好人”以及征集抗击“威马逊”图片两大部
分，主办方面向社会各界人士有奖征集抗
击“威马逊”拍摄作品，有意向者可于9月
30日前将照片发送到redainews微信公
众平台及活动公共邮箱hkwbhdong@
163.com。

抗击“威马逊”海口好人名单出炉
根据中央统一部署，省委宣传部、省文体

厅、省记协自即日起，受理新闻敲诈和假新闻的
案件线索举报。我们郑重承诺：严守保密规定，
对重要线索一查到底，定期通报受理查处情况。

举报电话：12318（省文化市场行政执法
总队）、66810531（省记协），举报邮箱：hnx-
wjb@163.com。

省委宣传部 省文体厅 省记协
2014年5月24日

公 告

志愿者补种红树苗
数十名海南宝华海景大酒店环保志愿服务队近日到东寨港红树林国家

湿地公园，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补种红树苗，修复被台风损坏的红树林。
本报记者 古月 摄

本报海口9月22日讯（记者单憬
岗）今天上午，海口市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威马逊”、

“海鸥”台风灾后食品安全监管情况。
会上通报了3起台风期间影响恶劣的食
品药品行业典型案件。

7月 20日，文昌市食药监局检查
发往该市翁田镇的救灾物资时，发现
有3个品种的面包共132件有霉变现
象，该产品由海南省民政厅从海南华
健贸易有限公司购进。依据相关法律

规定，对海南华健贸易有限公司没收
违 法 所 得 11789 元 ，罚 没 款 共 计
359789元，没收72箱霉变食品，吊销
该公司的《食品流通许可证》。该公司
于8月18日缴纳罚没款359789元，海
口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于8月25日
对 132 箱霉变面包进行了集中销毁，
目前已结案。

7月 23日，文昌市食药监局检查
救灾物资时发现一批过期大米，销售
商为海南嘉乐顺粮油有限公司，经检

查，现场发现该公司粮库存放着一批
过期大米共360包（9000公斤）。依据
相关法律规定，海口食药监局对该公
司 处 货 值（60600 元）10 倍 罚 款
606000元，并没收过期大米。目前该
案已进入听证程序。

8月6日，海口食药监局联合市公安
机关，成功捣毁了一家使用甲醛等非食
用化学物质加工销售食品的黑窝点。
现已将本案移交公安机关，严肃追究有
关当事人的刑事责任。

海口市通报3起台风期间食品安全典型案例

一企业想发“灾难财”
卖过期大米被罚6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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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新修火车站成为“水帘洞”带
给公众的震惊尚未远去，通车不到半年
的郑州市西三环快速路又现 10 多次塌
陷。类似大型工程质量事件不断发生，
不但引发人们对建筑质量的担忧，也让
公众对工程背后的问题更加关注。

大型工程屡屡出现质量问题，不仅
直接造成既定投入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还带来诸多安全隐患，轻则影响群众的
正常生产生活，重则直接导致安全事
故。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几乎每次出现
问题时，公众听到的声音不外几种，施工
影响、道路老化、车辆超载，甚至“雨太
大”等等。总之，“问题工程”面临的“问
题”多种多样，但强调客观因素，却是步

调一致。
在这些解释之外，公众更想知道的

是，这些事前经过“详细规划”、“认真招
标”、“严格施工”，并为此花费了大量人
力物力财力的大型工程，为何轻易会被
各种“问题”侵蚀？在招投标、规划设计、
具体施工等各个环节，是否做到严格遵
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工程质量规范？

面对公众利益，政府部门和企业不
能有一丝一毫马虎。大型工程的合格建
设和依法管理，既是职责，也关系良知。
作为城市民生工程的郑州市西三环快速
路，其建设初衷是为了方便市民出行。
然而，通车不到半年就有10多次塌陷，
边查边塌陷，公共利益又如何能够得到
保障？

在保障工程质量上，我们有太多经
验可以继承、借鉴。在不少古建筑所用

的砖石上，我们都能看到制作者的姓
名，他们留下的是经得住岁月考验的建
筑，是参与者的荣耀，更是永久负责的
精神。相反的是，现在的工程问题出现
后，往往陷入互相扯皮甚至不了了之的
怪圈。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此前印发的
《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方案》明确，
全面落实五方主体项目负责人质量终
身责任，健全工程质量监督、监理机
制，加快建筑市场诚信体系建设。大
型工程出现问题，除技术上尽快排除
安全隐患外，公众更希望对这些工程
各个环节信息全面公开，追究责任人，
并彻查背后是否存在贪腐等勾当。只
有如此，才能让大型工程真正成为百
年大计，造福群众。

（白靖利 闫祥岭）

质量终身责任不能“放空炮”

■ 郑彤

只有遵循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科学
“烹调”艺术精品盛宴，海南的影视产
业，才能够承载起“魂”与“睛”的价值与
梦想，为海南打开多彩的世界，让世界
感知海南的多彩

海南中视文化传媒公司出品的电

影《毕业那年分手季》，将于 10 月 17 日
在全国各大院线正式公映。这部影片
以海南大学学生的故事为蓝本改编，而
且全程在海南拍摄，从主演到主创，大
部分是海南本土影人。（详见昨日《海南
日报》）

一部影视作品就是一个缤纷的世
界。从完全以我省三亚为背景的《蓝调
海之恋》，到三亚本土影视机构拍摄的

《爱你一世一生》，再到知名导演冯小刚
执导、葛优和舒淇等大腕云集的《非诚
勿扰Ⅱ》，以及这部即将公映的《毕业那
年分手季》……近年来，一场场海南元
素丰盛的文化盛宴，正以润物无声的滋
养、用民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向世界展
现着海南的多姿多彩，向世人传递着海

南的开放与自信。
文化是海南旅游之魂，影视为琼岛

文化点睛。在以椰风海韵的浪漫为布
景、以黎苗风情的魅力为主线、以蓝色
国土的经略为音符、以耕海渔歌的旋
律为混响，向世界打开一扇扇“海南之
窗”，讲述一个个“海南故事”时，海南国
际旅游岛建设也因之而受益，经济社会
发展也因之而繁荣。今年初，文艺精
品《红色娘子军》中的舞蹈《练兵舞》和
歌曲《万泉河水》齐登央视春晚，海口
冯小刚电影公社试营业 7 天客流即达
10万人次等，更让人从物质层面到精神
层面，感慨于海南“文化名片”的惊人
力量。

这种磅礴力量，离不开海南得天独

厚的自然资源和丰富多彩的人文资源
作支撑。这种支撑不仅吸引了众多的
国内影视剧组来琼取景，如《五星大饭
店》中“万乘大酒店”的精致客房就在博
鳌索菲特，《冲出亚马逊》中的“南美原
始森林”其实是我省尖峰岭，甚至连美
国人拍的《夏威夷传奇》也没在夏威夷
拍，而是在几千里外的海南取景，因为

“海南比夏威夷更天然”。
但是也须看到，在海南获得“天然

的摄影棚”、“没有冬天的摄影棚”等业
内盛赞，每年有众多的影视剧组来海南
取景的同时，我们在这一方面也面临着
受众需求多元多变、一些资本过于功
利、互联网新商业模式挑战等诸多因素
的影响。如果不能直面求解这些问题，

其间或多或少的负能量，便有可能给
“海南名片”染上污渍。

究其根源，这些问题与我国文化产
业的快速发展所共生，并比较尖锐地冲
突在“精品”与“市场”上。其实，一个先
进、发达的影视市场，既不能只要精品、
不要市场、不看票房，弄一些故作清高
的东西；也不能只盯市场、不管质量、迎
合票房，搞一些“三俗”的玩意。而是既
追求精品，也追求市场，实现社会效益
与经济效益的高度统一。

也只有遵循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科
学“烹调”艺术精品盛宴，海南的影视产
业，才能够承载起“魂”与“睛”的价值与
梦想，为海南打开多彩的世界，让世界
感知海南的多彩。

优秀影视剧让世界感知多彩海南 8月15日，甘肃省临洮县年仅45岁的县长柴
生芳因长期超负荷工作，劳累过度，诱发心源性猝
死，不幸去世。随着他的事迹越来越多地被人知
晓，人们被这位一心为民、务实清廉的好县长感
动，同时呼唤更多柴生芳这样的好县长。

他是一个把百姓放在心里的好县长。柴生芳
身上没有什么“当官做老爷”的心态，却与农民、普
通群众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面对信访群众，他
不消极躲避、搪塞敷衍，而是让自己办公室的大门
永远为他们敞开，将心比心，想他们之所想，急他
们之所急。他广交农民朋友，田间地头、嘘寒问
暖，农户家中、促膝长谈，全县最偏僻的村子也留
下了他的足迹。

他是一个务实肯干的好县长。柴生芳从不热
衷上马什么立竿见影的形象工程，在他的治下，看
不到高大光鲜的大项目，也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

“大事迹”。但他用点点滴滴的踏实工作，诠释着
执政为民的朴实政绩观。他几乎走遍全县323个
行政村，采用“精准扶贫”的工作思路，争取资金把
水泥路修到每一个村子，改建学校、新建卫生室，
每一项工作都是和群众息息相关的民生工程。

柴生芳从不唱什么高调，搞形式主义的花架
子，也不在文山会海里打转转，而是让自己的腿脚
粘上了乡间的泥土，让自己的双手感受到百姓心
窝的温度。

他是一个严于律己的好县长。喝剩下的半瓶
矿泉水，吃剩下的半块葱油饼，从来都是留着。衣
服总是老三件，领子袖口破了，缝补一下继续穿。
下乡调研，总是自备干粮，实在拗不过农民热情，
也必定“支付饭钱”。

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群众打心眼里敬
重柴生芳这样的县长。清廉，是他为官的底线。
于细微处见精神，他以实际行动践行了党员干部

“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于律己”的自觉要求。“升
官发财，莫入此门”，笔记本里，柴生芳的这句话是
对自己的警戒，也是对许多官员的警示。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
失。柴生芳是一面镜子。镜子里面，照出的是一
个为民、务实、清廉的好县长形象；镜子外面，应该
脸红的是许多需要“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基
层干部。

“魂飞万里，盼归来，此水此山此地。百姓谁
不爱好官？”群众爱戴柴生芳这样的好县长，群众
呼唤更多柴生芳这样的好县长。“心里要有百姓，
责任责任责任”，柴生芳笔记里的这两行字，力透纸
背，字里行间体现的是党员干部心系群众、为民服
务的公仆情怀。数千百姓自发长街送别，足见他在
百姓心里的分量。真正把百姓放在心里的人，百姓
也将永远感谢他、记着他。 （朱基钗 张文静）

百姓谁不爱好官？

据报道，陕西省蓝田县华胥镇旦
村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项目出现危房，
刚刚主体完工就发生墙体开裂、扭曲和
变形。地基下沉、墙体裂缝的情况，也
得到了该村村委会主任、村新型农村
社区建设管理委员会主任的证实。施
工方现场负责人称，估计这与连续下雨
有关，房子现在已经无法继续施工，可
能需要拆除。

投巨资兴建的新型农村社区项目，
还没有交房就出现严重质量问题，面临
着被拆可能。这意味着，不仅大量投资
浪费了，群众翘首以盼的新房也将遥遥
无期。对此，首先应查清问题所在，严

肃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并及时
出台补救措施，想方设法让群众能住上
新房。更为根本的是，要针对这些问
题，结合农村地区公共建设项目的特殊
情况，建立健全规划、审批、建设、监理
和财务等一整套管理和责任追究制度，
从源头上解决一些农村建设项目质量
低、隐患多的问题。这正是：

农村社区成危楼，地基随着雨水流。
巨额投资被浪费，村民盼房心忧愁。
如此现象需严查，问题严重何缘由？
补救措施当及时，制度漏洞不可留。

（文/石言 图/刘霞）

@人民日报：从马云的打拼人生、阿
里巴巴的前世今生，再到纽交所敲钟的
普通创业者，无不印证了：不要小看那些

“今天看来依旧很小的企业和人”，因为
“小，其实意味着力量，也意味着美好的

未来”。对普通百姓来说，一个鼓励创
业、创新的时代比任何时候都近在眼前。

@新华视点：湖南临澧两名高一男
生疑因学业压力凌晨“结伴跳楼”坠
亡，生命之花尚未绚丽绽放便似流星
般陨落，轻率鲁莽之举令人惋惜。面
对激烈竞争，青少年更应学会释放压
力舒缓精神。须知一时失利并不意味

无法逆袭，不忘初心锲而不舍，方能成
就精彩人生。

@央视评论员：校长检验学生军训
成果，实地查看学生军训中培养的纪律
性本无可指责。但是，这么大的排场真
的有必要吗？“阅兵瘾”背后其实是种“权
力瘾”，通过这样的仪式，展现院长的“风
采”，抖落权力的“嚣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