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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单憬岗

日常生活中、城市建设中，有各种看
不见的“线”在约束着市民、企业和政府
部门的行为。记者今天从海口市水务局
获悉，日前海口市编制的《海口市蓝线规
划》（2010-2020年）正在进行公示，这
一规划就给社会各界划定了一条看不见
的“蓝线”，提醒人们在城市建设、生产活
动中注意不去触碰这条蓝线，共同保护
好海口的水环境。

据介绍，本次规划是海口市域范围面
积2304平方公里区域内的主要城市河流
水系、水源工程的蓝线划定。规划批准公布
之日起，在规划范围内进行城市河流水系、
水源工程及周边地区的规划、建设、改造、控
制、保护与管理活动均应执行本规划。

湖泊湿地萎缩亟待保护

每逢大暴雨，海口椰海大道一些路
段就会被淹，如果不抽水排涝，那么十天
半月都无法通行。据调查，这是人为占

用排水通道和湿地造成的。
据了解，海口市现状河流水系人为

侵占严重，局部地区水污染问题突出，湖
泊湿地萎缩，滨水景观生态功能丧失，不
能满足人们对可靠的水安全、充足的水
资源、优美的水环境、良好的水生态、宜
人的水景观、特色的水文化和高效的水
管理的需求。

蓝线的划定，不仅可以从空间上保
护河流、水库、湖泊、湿地等地表水体和
水源工程，预留河道整治、截污工程、绿
化、生态景观建设等所需用地，而且可以
通过对蓝线的管理，约束和规范蓝线范
围内的各种建设活动和行为，有效防止
城市水系功能退化。

根据国家水利部有关文件，2012年6
月，经市政府同意，由市水务局组织编制
《海口市蓝线规划》。2013年7月，市政府
成立海口市蓝线规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

六大类水系都有保护范围

蓝线划定对象分为河道、水库、湖

泊、湿地、输水渠道及原水管道6大类，
涉及南渡江干流及支流水系、长流组团
水系、中心城区组团水系、江东组团水系
和东寨港水系的主要河流。其中主城区
（中心城区组团、长流组团、江东组团）的
河流原则上都要划定蓝线，其它乡镇河
流只对干流进行蓝线划定。

蓝线原则上按以下标准划定：有堤
防的河道蓝线为自堤防背水坡坡脚线外
延不小于5～50米，无堤防的河道蓝线
为自河道上口线外延5～50米，中型水
库蓝线控制区域为设计洪水线外延100
米，小型水库外延50～80米，湖泊蓝线
为现状岸线外延5～20米，输水渠道蓝
线按外坡脚线（或渠顶外肩线）之外5米
控制，原水管线蓝线按其管道边缘线外
移5米。

《规划》最终划定蓝线总面积约267
平方公里（含临水控制线内面积198平
方公里），占市域总面积的11.6％。其中
河道蓝线总面积116平方公里，水库蓝
线面积74平方公里，湖泊湿地蓝线面积
76平方公里，输水干渠和原水管道蓝线

面积1平方公里。共涉及河流43条，水
库129座，湖泊湿地8宗，输水管道及原
水管道共5条。

蓝线一经批准不得擅自更改

《规划》对在蓝线管理范围内从事
各类活动提出要求，明确禁止的具体
事项。对因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确需
占用水域的，必须提出具体规定和应
采取的补救措施。建立蓝线管制信息
系统，及时保存、更新蓝线数据成果，
应用于日常城市用地规划许可业务和
管理工作中，实现城市蓝线保护与控
制的规范化、信息化和标准化管理。
同时建议尽快制定《海口市城市蓝线
管理办法》；结合近远期考虑对蓝线范
围内建筑物进行拆除与改造；各层次
规划应保留、预留蓝线空间；健全蓝线
管制信息系统等。

《规划》提出，海口市城市蓝线一经
批准，不得擅自进行调整。

（本报海口10月16日讯）

《海口市蓝线规划》公示保护六大类水系——

城市建设，守住底线勿碰“蓝线”
本报海口10月16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

员吴晓姗）记者从省财政厅了解到，省政府近日印
发了《海南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填补
了我省一直以来未对所有专项资金进行统一规范
的制度空白。

该办法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硬化专项资金管
理要求，堵塞资金管理漏洞：

建立动态目录管理。省财政部门每年定期对
专项资金的设立、调整和撤销情况进行梳理，并根
据梳理结果更新专项资金目录，作为编制下一年
度预算的重要依据。未纳入年度专项资金目录的
专项，不安排预算；

严控新设专项资金。设立专项资金，须由省
级业务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财政部门审核后，集
中报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不得重复设立，不得
增设与现有专项资金使用方向或用途相同的专项
资金，省级各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各类中长期
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计划、实施意见，均不得规定
设立专项资金；

实行严格退出机制。专项资金的执行期限原
则上不得超过5年；

推进全程绩效管理。专项资金建立贯穿设
立、预算编制、执行、撤销、监督各环节的预算绩效
管理体系，绩效评价结果将作为省级财政部门和
业务主管部门改进预算管理、编制以后年度预算、
安排财政资金和政府实施行政问责的重要依据。

我省出台财政专项
资金管理办法

要求不得重复设立相同用途的
专项资金

本报海口10月16日讯（记者梁振
君）省食品药品监管局党组纪检组近日
对白沙黎族自治县食药监管局少数领
导干部心存侥幸，顶风违纪，私设小金
库及违反公车使用规定违纪案件进行
了通报。

通报称，2011年9月，罗育忠任白沙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后，先后与海口
市海南××酒店用品有限公司、儋州××
广告有限公司和海口××贸易有限公司
等供货商合作，销售长（短）袖厨师服、厨
师帽、台账本、制度栏等物品。

截至 2013 年 12 月，销售总额达
100349.00 元 ，除 支 付 供 货 商 货 款
85049.80 元外，共盈利 18521.20 元。
所得款项用于继续购买上述物品进行
营利性出售给监管服务对象，构成违反
规定开展营利性经营活动私设“小金
库”错误。

2011年9月至2013年12月，罗育
忠经常公务车私用开到海口看望小孩，
其行为严重违反公车使用规定，构成侵
害集体利益错误。

副局长林明，分管纪检和办公室工
作，对罗育忠违规私设“小金库”和公车
私用的错误，没有提醒和监督，负有失职
责任。

办公室主任吉福，对罗育忠违规私
设“小金库”的错误，在工作中不问是非、
盲目执行，负有失职责任。

经省食药监管局党组研究决定，给
予罗育忠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处
分，责令其退赔公车私用所发生的相应
油料款5500元；给予林明行政警告处
分；给予吉福诫勉谈话，通报批评。

私设小金库
公车私用

白沙食药监局局长被党内
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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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郭景水 通讯员 佘家鼎

“全村11个村民小组380户人家，
今年年底预计会有100户人家养殖六
弓鹅，而在去年只有35户。”这几天，保
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六弓乡田圮村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永平，忙着登记
村里计划养殖六弓鹅的农户数量以及
他们计划的养殖规模。

田圮村六弓鹅养殖户的“爆棚”，是
因为大家目睹了实实在在的收益：在海
南省农林科技学校养鹅实训基地的技
术帮助下，村里5户农民组成的合作
社，一个月前售出了首批4000只六弓
鹅，每斤鹅的销售价将近20元，销往三

亚、陵水、保亭等地。
陈永平算了一笔账：今年1斤六弓

鹅的价格比去年略有下降，但是养殖户
不仅没有亏本，反而比去年增收了数千
元。“增收的原因是有了学校对养鹅的
全程技术帮扶和指导。往年六弓鹅的
成活率在50%，而今年则高达90%。”

投资300万元的海南省农林科技学
校养鹅实训基地，环绕田圮村30多亩的
牛门水库而建，去年12月正式建成，细
分为种鹅养殖区、鹅蛋孵化区、雏鹅培育
区、肉鹅养殖区、理论教学区。学校水产
养殖专业老师王野带队驻守基地，从种
鹅的培育、鹅苗的孵化以及养鹅的防疫，
开展一系列养殖过程监控。

提高六弓鹅的成活率，王野采用了
“生态养殖”方式，以养殖水库的水域使
用为例：之前村民养殖六弓鹅只知道在
水域中放置罗非鱼，但罗非鱼不吃鹅排
粪便反而造成了水体污染，影响六弓鹅
的成活。基地在养殖六弓鹅的水体中
放养可以吃掉鹅粪便的鲢鱼、鳙鱼、鲤
鱼，一举提高了六弓鹅的成活率。

田圮村是省教育厅的扶贫联系点，是
一个有着1680人的黎族村庄。早些时
候，开展扶贫的思路只是“送物资、送资
金”。后来省教育厅工作人员发现，这并
没有给村庄带来根本性的变化。

如何留下一支“不走的扶贫工作
队”，如何能让村里的黎族群众依靠自

己的劳动脱贫，省教育厅扶贫调研发现：
村里多户群众养鹅，鹅肉口感细腻，于是
指导村里以合作社的名义申请六弓鹅的
注册商标，并且支持省农林科技学校在
田圮村建起养鹅基地做技术示范。

海南省农林科技学校校长李芳伟
介绍，目前学校2013级畜牧兽医的全
部学生还在基地上实践课，同时每周四
在基地的教室开展技术培训课，田圮村
以及周围村庄的黎族群众都可以免费
学习种养技术。

省教育厅副厅长潘惠丽表示，通过
职业教育的技术扶贫，田圮村的群众不
仅提高经济收入，精神面貌也积极向
上。 （本报保城10月16日电）

省教育厅支持省农林科技学校在保亭六弓乡田圮村建养鹅基地

六弓鹅曲项向天歌

10月 16日，记者在琼中
生态湿地带状公园看到，该公
园一期工程已初现雏形。该公
园是以休闲娱乐、游览观光、健
身为一体的综合性公园，从
2013年6月开工，预计今年年
底竣工。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朱德权 摄

■ 本报记者 洪宝光 通讯员 邓积钊

“小魏，给我抓2只山鸡。”今天，在
屯昌县南坤镇坡寮村一片林地里，魏
宗山正抓山鸡给顾客，乐呵呵地数着
成交的160元钱。

“今年山鸡价格不错，一只80元，已
卖出100多只了。”魏宗山说，自从得到
屯昌县委、县政府相关部门的帮扶后，他
学会了养殖山鸡，几乎天天都有收入。

天天有收入，对于在城市工作的
人来说，不是难事，然而对于居住在山
区的魏宗山来说，要在2013年以前，这
是个不小的梦想。

魏宗山有两间矮旧的瓦房，每年靠
割近百株开割20多年的老橡胶维持生
计，年收入不足万元，日子过得紧巴巴。

2012年，想养山鸡的他，因没技术
又没资金，只能望而却步。正在困难
之际，屯昌县纪委干部除了鼓励他外，

还表示会出资2000元帮他建起鸡舍，
赠送小山鸡和小黑猪给他养殖。

去年，县纪委扶持其猪苗7头、鸡苗
100只，购买了2000块砖头和20包水泥
帮其建起了猪舍鸡舍，还帮助其参加了一
期养殖技术培训班。去年底至今年初，掌
握了养殖技术的魏宗山建成了初具规模
的山鸡养殖场，出栏成猪5头，年收入超4
万元，基本实现了脱贫致富。

“现在日子比以前好多了，明年就

可以盖新房了。”魏宗山说。
为了帮助更多农民脱贫，今年初，

屯昌县印发了《2014年联村入户脱贫
致富工作方案》，全县 130多个单位
1698名领导干部进村入户与全县119
个村（居）委会1698户（5500人）开展
结对帮扶活动，通过思想引导、生产帮
助、技术指导、教育培训、医疗救助、生
活扶持和住房建设等方式进行扶持。

（本报屯城10月16日电）

政府送资金送技术送鸡苗，屯昌贫困户今年收入逾4万元

野山鸡啄开致富门

本报三亚10月 16日电 （记者黄
媛艳）记者今天从三亚市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获悉，该
市坚持严字当头，整治“四风”顽疾，
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省市二十
条规定的典型问题 9起、处理 17人，
给予党纪政纪处分50人，解决信访积
案78宗。

活动期间，全市共查处违反中央
八项规定、省市二十条规定的典型问
题9起、处理17人；纪检监督部门收到
群众来信来访和举报311件（次），立
案48件、结案42件，给予党纪政纪处
分50人。

通过开展领导包案和大接访活动，
带动解决信访积案78宗，三亚切实维护
群众的切身利益。三亚开展征地拆迁、
涉农利益、涉法涉诉、安全生产、食品药
品安全、环境保护、发展教育事业、医疗
卫生等方面损害群众利益问题的专项
整治，严肃处理相关人员9名；整治拖欠
群众钱款、克扣群众财物等问题，严肃
处理相关人员20名。

同时，通过多种手段，三亚有力遏
制了“四风”问题的蔓延。今年上半年，
该市“三公”经费开支与去年同期相比
减少51%；以市委、市政府名义召开的
全市性会议同比减少33.3%；取消公务
用车特殊号段B9000-B90100，提前一
个月全面完成办公用房清理工作；初步
清理可全部下放的行政审批事项 79
项，行政审批事项的平均承诺办理时限
进一步缩短，有效解决群众“办事难”的
问题。

三亚党纪政纪
处分50人

本报海口10月16日讯（记者单憬
岗）一个是省属重点国企、我省建设行
业的龙头，一个是海口市属重点国企、
海口城市建设的火车头，今天随着一纸
战略合作协议的签订，海建集团和海口
市城建集团结成了紧密的战略联盟，这
也意味着我省省属国企与海口市市属
国企两级联动正式破题。

海建集团总经理吴亚春说，根据战

略协议，双方将利用自己的优势资源，
就工程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土地开发、
房地产开发、投资融资、企业资质提升、
技术人员引进以及互派技术管理人员
交流等领域加强合作，并将通过建立战
略合作领导小组等合作机制及时沟通
信息，进行广泛合作。

城建集团董事长麦卫斌表示，城
建集团是个年轻企业，面临着承接大

量政府投资项目、抢险救灾、项目孵
化以及大力发展市场化道路的任
务。通过战略合作，城建可以海建为
标杆，推动双方在业务、人才、投资等
领域的联合发展，特别是在全产业链
整合中得到龙头企业的支持，促进城
建朝市场化、规模化、专业化道路迈
进。

“今天是强强合作的开始，是省市

国企两级联动的开始。”省国资委副巡
视员、监事会主席王吉说，两集团友好
合作对我省国资国企发展、对海口城市
建设都有积极意义。

“近两三年来，我们一直寻求各级
国资国企的合作。”海口市国资委主任
邓传明说，海建与城建的战略合作，是
有示范性的战略合作，为今后国资国
企的改革做了很好的示范。

省市国企两级联动破题

海建与海口城建签战略协议

本报定城10月16日电（记者李关平 特约
记者宋洪涛）今天下午3时，省公安厅在定安召开
全省“铲除枪爆祸患、创建平安海南”集中销毁枪
支、管制刀具、烟花爆竹现场会，集中分类销毁一
大批枪爆物品。

据了解，这批枪爆物品是公安机关开展缉枪治
爆专项行动收缴的，包括各类非法枪支4083支、子
弹8154发、爆炸物品212公斤、雷管294枚、管制
刀具3081把、炮弹等战争遗留物79枚，以及炮弹、
手榴弹、索类爆炸物、易制爆化学品、烟花爆竹等。

今年2月以来，省公安厅在全省范围内组织
开展了“缉枪治爆”专项行动，通过召开推进会，挂
牌督办、举报重奖、定期通报排名、问责约谈等工
作举措，有力推动了全省“缉枪治爆”专项行动的
深入开展。

我省集中销毁一批
枪爆物品
包括各类非法枪支4083支琼中生态公园

现雏形

职教
扶贫

结对
扶贫

◀上接A01版
省歌舞团副团长黄丽娜说，日益凸显的问题倒逼
改革，2011年6月，省歌舞团终于下定决心，作为
海南文艺院团改革的首批试点单位，正式进行转
企改制。

可是改革并非一帆风顺。“海南省歌舞团有限
责任公司”的牌子刚刚挂起，团里便闹得沸沸扬
扬。“大家心中都有顾虑，一个事业单位突然变成了
自负盈亏的企业，这不就等于丢了‘铁饭碗’吗？”据
她回忆，当时，不少员工开始寻求新的出路，4个主
要演员甚至在改制后便辞职离开。一时间，刚刚

“断奶”的省歌舞团几乎陷入困境。

让每个员工分享改革红利
“日子要是过得不如从前，我这个团长就不当

了！”省歌舞团团长彭煜翔等人一鼓作气，拿出了
改制后的第一套方案，不惜代价助力改革——每
个一线演员每月增加基训补贴1500元；工资不再
严格按照工龄或级别分配，而是多劳多得；原本挂
靠于海南省文化艺术学校的芭蕾舞定向班也开始
独立招生办学，成为海南省歌舞团附属芭蕾舞蹈
学校，为省歌舞团不断输送新鲜血液……

很快，舞团乐团演员发现，收入提高了，演出机
会也多了；行政后勤部门觉得，财务支配更灵活了，
无论是设备采购、引进剧目还是外联合作都变得自
由；人力资源部门感慨，选人用人能上能下、能进能
出，无需考虑学历、背景和编制问题，而是更多地注
重于工作能力，对省歌舞团的发展很有好处。

“改制后，大家都成了主人翁，心往一处想、劲
往一处使，盼着企业做大做强。”为了节约经费，
《黎族故事》中的部分服装、道具的制作是由彭煜
翔带领演职人员动手制作完成的。在第二届中
国·呼和浩特草原文化艺术节的专场演出前，演职
人员还自己动手搬运道具、装台布光。呼和浩特
市文化局相关负责人曾经感慨，“在省级文艺团体
中，由演员自己装台、卸台的，我只见过这一个。”

用艺术精品普惠民生
9月18日，省歌舞剧院剧场由省歌舞团正式接

管，短时间内该剧场的管理已经有了很大改观。在
本月《孔子》演出时，不少观众就发现，进门安检环
节非常严格，所有液体和危险品均不允许被带入。

“剧场是省委宣传部、省文体厅为我们深化改
革提供的有力保障，让我们有了固定的排演场所，
也有了与其他优秀文艺团体切磋交流的平台。”黄
丽娜告诉记者，为了更好地发挥省歌舞剧院的公
共文化设施功能，接管不足一月，不需再支付高额
场租为演出赢得场地的省歌舞团便为海南观众引
进了《孔子》，还将《红色记忆》等剧目的演出门票
免费分发给教师、环卫工人等群体，好让更多群众
能够接受艺术熏陶，共同享受文化体制改革带来
的新气象、新成效。

据介绍，在下一步深化改革的过程中，省歌舞
团还将进一步向国内外优秀企业学习先进的管理
理念和机制，秉承“精品立团”原则，倾全团之力投
入到精品创作和艺术生产中去，以观众喜闻乐见
的原创剧目为企业求生存、谋发展，也用更多更好
的艺术精品来普惠民生。

（本报海口10月16日讯）

改制改出新舞台


